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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kraine sees some merit in Chinese peace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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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JING, Feb 24 (Reuters) 
- China called for a compre-
hensive ceasefire in Ukraine 
on Friday and President 
Volodymyr Zelenskiy said he 
was open to considering parts 
of a 12-point peace plan put 
forward by Beijing.

On the first anniversary of 
Russia’s invasion of Ukraine, 
Moscow’s ally China urged 
both sides to agree to a 
gradual de-escalation, warned 
against the use of nuclear 
weapons and said conflict 
benefited no one.

The plan, set out in a foreign 
ministry paper, was largely 
a reiteration of China’s line 
since Russia launched what it 
calls its “special military op-
eration” on Feb. 24 last year.

China has refrained from 
condemning its ally Russia 
or referring to Moscow’s 
intervention in its neighbour 
as an “invasion”. It has also 
criticised Western sanctions 
on Russia.

“All parties must stay rational 
and exercise restraint, avoid 
fanning the flames and aggra-
vating tensions, and prevent 
the crisis from deteriorating 
further or even spiralling out 
of control,” the ministry said 
in its paper.

U.S. balloon reaction ‘hyster-
ical’, China diplomat says
Ukraine welcomes some 
Chinese ceasefire ‘thoughts,’ 
insists on Russian withdrawal
G20 tussles over Ukraine war 
as West steps up sanctions
Turkey begins to rebuild for 
1.5 million left homeless by 
earthquakes
One year into invasion, 
Ukraine mourns dead and 
vows victory
The initial reaction from 
Kyiv was dismissive, with a 
senior adviser to President 
Zelenskiy saying any plan 
to end the war must involve 
the withdrawal of Russian 
troops to borders in place 
when the Soviet Union 
collapsed in 1991.However, 
Zelenskiy himself struck a 
more receptive tone in a news 

conference to mark the first 
anniversary of the conflict.

Russia said it appreciated 
China’s plan and that it was 
open to achieving its goals 
through political and diplo-
matic means.

The proposals however cut 
little ice with NATO.

“China doesn’t have much 
credibility because they 
have not been able to 
condemn the illegal inva-
sion of Ukraine,” NATO 
Secretary-General Jens 
Stoltenberg told reporters in 
Tallinn.

‘NO NUCLEAR WAR’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has signalled he will 
double down on the conflict, 
despite major battlefield 
defeats in the past year, and 
has raised the spectre of 
nuclear weapons.

China said nuclear weapons 
must be avoided.

“Nuclear weapons must not 
be used and nuclear wars 
must not be fought,” the 
foreign ministry said. “We 
oppose development, use 
of biological and chemical 
weapons by any country 
under any circumstances.”

Since the war began weeks 
after Beijing and Moscow 
announced a “no limits” 
partnership, President Xi 
Jinping has spoken regularly 
with Putin but not once with 
his Ukrainian counterpart 
Zelenskiy. China’s top diplo-
mat Wang Yi visited Mos-
cow for talks this week.
Brazil’s new President Luiz 
Inacio Lula da Silva stressed 
the need for a peace deal 
brokered by outsiders.
“It is urgent that a group of 
countries not involved in the 
conflict assume the respon-
sibility of leading negotia-
tions to reestablish peace,” 
Lula said on Twitter.There 
had been speculation that 
President Xi would deliver 
a “peace speech” on Friday 
but that did not occur.

Turkey begins to rebuild for 1.5 million 
left homeless by earthquakes

ANTAKYA/ANKARA, Turkey, 
Feb 24 (Reuters) - Turkey has 
begun work to rebuild homes 
following this month's devastat-
ing earthquakes, a government 
official said on Friday, as the 
combined death toll in Turkey 
and Syria surpassed 50,000.

More than 160,000 buildings 
containing 520,000 apartments 
collapsed or were severely dam-
aged in the Feb. 6 earthquakes 
that killed tens of thousands in 
Turkey and neighbouring Syria.

The Disaster and Emergency 
Management Authority (AFAD) 
announced the death toll in Tur-
key due to earthquakes rose to 
44,218 on Friday night.
With Syria's latest announced 
death toll of 5,914, the combined 
death toll in the two countries 
rose to above 50,000.

Facing an election within 
months, President Tayyip Er-
dogan has pledged to rebuild 
homes within a year, although 
experts have said the authorities 

should put safety before speed. 
Some buildings that were meant 
to withstand tremors crumbled in 
the latest earthquakes.

"For several projects, tenders and 
contracts have been done. The 
process is moving very fast," the 
official said, speaking on condi-
tion of anonymity, adding there 
would be no compromise on 
safety.
Israeli West Bank settlers 'sing 
and dance' after outpost rec-
ognised
Erdogan pins election hopes on 
'building Turkey' mission after 
quake
Canada to support Iranian tempo-
rary residents, citing crackdown 
on Iran protests
Iran says it has developed long-
range cruise missile
Authorities say tents have been 
dispatched for the many who are 
homeless, but people have report-
ed trouble accessing them.

"I have eight children. We are 
living in a tent. There is water on 
top (of the tent) and the ground 

is damp. We are asking for more 
tents and they don't give them to 
us," Melek, 67, who was waiting 
in a line to collect aid outside a 
high school in the town of Hassa.

The school was being used as an 
aid distribution center by a group 
of volunteers called Interrail 
Turkey. One volunteer, Sumey-
ye Karabocek, said the shortage 
of tents remained the biggest 
problem.
Erdogan's government has en-
dured a wave of criticism over 
both its response to the devas-
tation and what many Turks say 
were years of non-enforcement of 
construction quality control.

The Turkish government's initial 
plan now is to build 200,000 
apartments and 70,000 village 
houses at a cost of at least $15 
billion, he said. U.S. bank JPMor-
gan had estimated rebuilding 
houses and infrastructure will 
cost $25 billion.
The UNDP said it estimated 
that the destruction has left 1.5 
million people homeless, with 
500,000 new homes needed.

It said it had requested $113.5 
million 
from the 
$1 billion 
in funds 
appealed 
for by the 
United 
Nations 
last week, 
adding 
that it 
would 
focus this 
money on 
clearing 
away 

mountains of rubble.

The UNDP estimates that the 
disaster had produced between 
116 million and 210 million tons 
of rubble, compared with 13 
million tons of rubble after the 
earthquake in northwest Turkey 
in 1999.

Turkey also issued new reg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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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s Choice

A person holding a cat sits next to a bus window as people go to western parts 
of the country after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authorized a military op-
eration in eastern Ukraine, in Kyiv, Ukraine, February 24, 2022. REUTERS/
Umit Bektas

Service members of the Ukrainian armed forces take position near the port of Mariupol, February 
24, 2022. REUTERS/Carlos Barria

People march from Parliament Hill during Canada’s first National Day for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in Ottawa, Ontario, REUTERS/Blair Gable

A view shows a residential 
building destroyed during the 
Ukraine-Russia conflict in the 
town of Popasna in the Luhansk 
Region, Ukraine May 26, 2022. 
REUTERS/Alexander Ermo-
chenko

Children run holding flags 
during a candlelight vigil on 
Canada’s first National Day 
for Truth and Reconcilia-
tion at Chiefswood Park in 
Ohsweken, Ontario, Canada 
REUTERS/Carlos Osorio

Teddy bears, shoes, artwork and 
flowers left in memory of the 
Kamloops residential school vic-
tims remain on the steps of the 
former Vancouver Art Gallery 
North Plaza in Vancouver, Brit-
ish Columbia, Canada Septem.  
REUTERS/Amy Romer

The Bill 147 in the Texas
Senate that proposes to ban
citizens from Mainland China,
North Korea, Iran and Russia from
buying land in Texas has aroused
great opposition from Chinese
communities around the nation. We
believe that it is a clear
anti-Chinese act and a challenge to
all other Asians who are of the
same yellow race.

First of all, we would like to
thank this great American country
for accepting countless immigrant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They have
worked hard and have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American society.
We have always advocated for the
spirit of the U.S. Constitution which
guarantees human rights and
states that everyone is equal. We
also believe that the reason we can
keep the country strong is because
we are continuing to accept new
immigrant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and, of course, that should include Chinese .

As an Asian media organization, we want to urge
Governor Abbott to not sign this bill. If it is signed into
law, it will deeply affect the livelihoods of our entire

community.
We also want to remind all in the Asian community

that we share the same skin color. This kind of
discrimination will surely become our common problem.

0202//2323//20232023

The SeriousThe Serious
Consequences Of BillConsequences Of Bill 147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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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ussian tank enters a region con-
trolled by Moscow-backed rebels in 
eastern Ukraine on Feb. 24, 2022. 
(Photo/Nanna Heitmann—Mag-
num Photos)
On Wednesday, February 23, 2022, Vladimir Pu-
tin declared war on Ukraine with tanks, rockets, 
and a slap to the face. The optics of the President 
of Russia, a permanent member of the U.N. Se-
curity Council, announcing the invasion of a 
sovereign nation during an emergency meeting 
of its members—presided over by Russia’s U.N. 
ambassador, no less—were stark: the ultimate re-
pudiation of the rules-based world order that the 
organization embodies.
U.N. Secretary-General Antonio Guterres was 
shocked enough to call it the “saddest moment 
in my tenure.” Though as the bombardment of 
Ukrainian cities escalated alongside the testiness 
of exchanges inside the chamber, feelings shifted 
to outrage at the impotence of members’ calls for 
peace and dialogue.
 “At the exact time as we were gathered in the 
council seeking peace, Putin delivered a message 
of war in total disdain for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is council,” said U.S.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Linda Thomas-Greenfield. “This is a grave emer-
gency.”
It would be reductive to attribute these failings 
simply to Putin’s belligerence. It’s been an open 
secret that global governing institutions have been 
broken for a long time, spotlighted by a series of 
recent crises that have received limp attention: the 
annexation of Crimea, the COVID-19 pandemic, 
the return of the Taliban to power in Afghanistan, 
popular uprising in Kazakhstan, coup d’état in 
Myanmar, and now, most drastic of all, invasion 

of Ukraine.

People wave a huge Ukrainian national flag 
during an action in support of their country 
in Kramatorsk, Ukraine, Wednesday, Feb. 
23, 2022. (Andriy Andriyenko—AP)
 “It’s the biggest crisis since World War II, in the 
[heart] of Europe, and will have huge conse-
quences,” former Mongolian President Tsakh-
iagiin Elbegdorj told TIME on Thursday. “It 
will require great effort to settle this issue and 
update the world order.”
 “It seems that the old Cold War tensions never 
really went away,” former Thai Prime Minister 
Abhisit Vejjajiva tells TIME. “It’s almost as if 
we’re back to a situation of war and potential 
flash points around the world.”
On Wednesday,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called out Beijing for its role underwriting this 
shift. “Russia and [China] also want a world 
order,” U.S. State Department spokesman Ned 
Price told reporters. “But this is an order that is 
and would be profoundly illiberal, an order that 
stands in contrast to the system that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 have built in the last seven 
decades.”

But partial blame must also be placed on the 
hubris of the U.S., which never strengthene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 those 70 years when 
it was the only dominant power. The Bretton 
Woods institutions set out global economic 
rules around which we still operate, including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nd others, in terms of trade, 
commerce, and sanctions for noncompliance. 
Up until recently, because of the wealth of 
America and the potency of developed Euro-
pean nations, the West largely called the shots. 
Today, however, Washington finds itself unable 
to freely exert its will as a result of Beijing’s 

swelling economic and diplomatic clout. Tell-
ingly, Chinese officials lead four of the 15 U.N. 
specialized agencies. In January, China was the 
only U.N. Security Council member to vote 
with Russia in a failed attempt to stop a U.S.-re-
quested meeting regarding Moscow’s troop 
build-up at its border with Ukraine.
Meanwhile, Russia has stunningly co-opted the 
language of the U.N. Charter 2(4) regarding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to justify its 
actions. “So it’s sort of claiming the mantelpiece 
of international order, while fundamentally and 
quite dramatically undermining it,” says Les-
lie Vinjamuri, dean of the Queen Elizabeth II 
Academy for Leadership in International Af-
fairs at Chatham Hous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Beijing 
and Moscow, 
says Rana Mit-
ter, professor of 
the history and 
politics of mod-

ern China at Oxford University, is that the former 
wants to influence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to its own 
benefit from within, while the latter wants to tear it 
up entirely: “Because of the kind of state that China 
wants to be, that is globalized in terms of its trading 
capacity but able to be as self-sufficient as possi-
ble at home,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actually suits it 
very well.”                             
That makes it arguably a larger challenge for the 
West than even the Cold War, when the West 
was up against a country that was in military 
terms a superpower, but economically weak. 
With China, “all of a sudden we’re looking at 
a country that has the economic capability to 
take us all on,” says Iain Duncan Smith, an MP 
and former leader of the U.K. Conservative 
Party. “That means the rule-based order can be 
debauched, which is what’s happening now.” 
Beijing supports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agreements aligned with its goals, such as the 
World Bank and the Paris climate pacts. But 
where Beijing’s interests diverge from estab-
lished norms, especially human rights, it aims 
to corrupt those values and bring in alternative 
models. In fields where standards are yet to be 
established, like internet governance, Beijing 
works with Moscow and other illiberal nations 
to push standards that align with their interests. 
It can do so because those institutions in them-
selves are weak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gathers 
for an emergency meeting at the request of 
Ukraine over the threat of a full-scale inva-
sion by Russia, in New York City on Feb. 
23, 2022. (Photo/David Dee Delgado—Getty 

Images)
China’s ambivalence on Putin’s aggression 
against Ukraine spotlights the new normal. 
While calling for “dialogue and negotiation” on 
Thursday, Chinese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effectively gave his blessing to the invasion, tell-
ing his Russian counterpart, Sergei Lavrov, on a 
call that “the Chinese side understands Russia’s 
legitimate security concerns.”
“Beijing thinks this one’s probably going to by-
pass China, as it is a war between two European 
countries,” says Mitter. “And that the role of 
NATO and the United States is really what’s at 
the heart of the dispute.”

Firefighters work on a building fire after 
bombings on the eastern Ukraine town of 
Chuhuiv on Feb. 24, 2022. (Aris Messinis—
AFP/Getty Images)
It’s wrong to think of inaction as completely 
new, though. In truth, the exceptional moments 
in U.N. history have been when consensus has 
been reached among the P5—the officially rec-
ognized nuclear-weapons states—to stand up 
for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when one of them 
was involved. “It just doesn’t happen,” says 
Vinjamuri. “So this [kind of Ukraine situation] 
isn’t really out of keeping; it’s built into the 
structure of the U.N.”
Conclusion
Moscow’s Military Push Has Upended Post-
Cold War Security, United NATO Allies And 

Renewed Foreign-Policy Debates
Much will depend on whether meaningful costs 
are inflicted on Putin. The U.S., E.U., U.K., 
Australia, Canada, and Japan have unveiled 
sanctions on Russian banks and wealthy cronies 
of Putin, while Germany halted certification 
of the Nord Stream 2 gas pipeline from Rus-
sia. However, China along with other Kremlin 
friends can likely compensate. Bilateral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rose 33.6% year-
on-year to some $140 billion in 2021. Pakistan 
Prime Minister Imran Khan was in Moscow 
on Wednesday to discuss, among other things, 
the $2.5 billion Pakistan Stream gas pipeline, 
which Moscow wants to build between Karachi 
and Kasur, expressing bewilderment at arriving 
during “so much excitement.”

A Ukrainian service member on patrol along 
the Russian border  on Wednesday. (Photo/

ANTONIO BRONIC/REUTERS)
 “The [Ukraine] situation has escalated due to 
pure mistrust,” he says. “Russia is uncomfort-
able with having NATO installed on its door-
step. Ukraine feels threatened. And the West is 
suspicious of Russian motives.” A meaningful 
discussion about the expansion of NATO and 
the sovereignty of Ukraine by a neutral party 
might have led to a more desirable outcome, he 
adds. “I don’t pretend it’s easy, but I can’t see 
that happening when it’s just being dealt with by 
the conflicting parties.”
Russia’s military incursion deeper into Ukraine 
is one of those rare events that won’t merely 
affect the world. It will change the world. By 
moving further into a sovereign state to bring 
it under his thumb,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has shattered the security architecture that 
has prevailed in Europe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nd no one knows what will take its 
place. The ability of the U.S. to do what three 
consecutive presidents have pledged to do—
clear away other international entanglements 
to focus on competition with China—has been 
undercut again. Military expenditures will like-
ly increase in the West. Economic globalization 
will be set back.

Meanwhile, fissures that have been lying just 
beneath the surface in American politics, sep-
arating internationalists and neo-isolationists, 
are becoming more visible, particularly in the 
Republican Party. Those are just some of the 
ripple effects. Like the 9/11 terrorist attacks, the 
onset of what could become the largest ground 
warfare in Europe since World War II marks 
such a departure from the norm that some of its 
consequences are impossible to know for sure, 
and some figure to play out in unexpected ways 
for years to come.
The most immediate help China can give Rus-
sia is simple relief from the sanctions imposed 
on Moscow, which are now set to expand and 
deepen. More broadly, China and Russia share 
a motivation to work together to build a kind of 
parallel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ystem apart from 
the dollar-denominated, American-dominated 
one that currently exists. Dreaming of such an 
outcome and achieving it are two quite differ-
ent things, but the dream now might have new 
resonance. Still, China has other interests in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U.S. and doesn’t seem in-
terested in seriously breaking ties, which could 
limit Sino-Russian cooperation. Those compet-
ing interests might explain Beijing’s awkward 
reaction so far, in which it has refrained from en-
dorsing Moscow’s move but has talked vaguely 
about respecting “relevant countries’ legitimate 
security concerns” in Ukraine. (Courtesy time.
com) (Courtesy time.com)

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Russia’s Invasion Of Ukraine                      
Changes The Global Order For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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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iled And Edited By John T. Robbins, Southern Daily Editor

“Give Peace A Chance”

Ukraine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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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林嵩然

	作者／蔡文惠

	作者／資料來源／大愛新聞

慈濟德州分會志工前往休士頓市的「溫泉村家暴婦女安

置中心」（Wellsprings Village，簡稱「溫泉村」）

探訪村內居住的婦女，陪伴她們學習手語和閱讀《靜思語》

，一同歌唱和分享《靜思語》的讀後感。

	 2023年2月10日，中國農曆年後的第一次探訪，慈濟志工

貼心的為姊妹們準備了新年紅包和慈濟的福慧紅包。活動前，

志工梁明嬋專程前往商場採購溫泉村所需的生活物品（毛巾、

洗碗精、衛浴清潔用品），幫助她們減輕經濟上的負擔。

2月17日，土耳其強震首場發放在伊斯坦堡滿納海國際學校圓滿啟動。共有152位依親災民領取到圍巾，毛毯和物

資卡。與此同時，慈濟勘災先遣團抵達土耳其加濟安泰普省

的努爾達伊鎮，災情嚴重。慈濟志工將持續深入勘災，進行

正確評估，了解災民真實需求。

	 上午九點，發放在滿納海國際學校準時啟動。前來領取

物資的災民有序地等待著，可災後的驚恐依舊留在臉上。

德州分會探訪婦女收容中心

災民的驚恐令人心痛  土耳其首場發放圓滿

新春祈福會圓滿成功，應邀與會貴賓和慈濟志工一起合影。
攝影／吳育宗

大家一起為土耳其地震災民祈福，祈願他們能盡快度過災難。
攝影／林嵩然

慈濟德州分會志工和溫泉村的管理人員合影。攝影／蕭麗娟

◎ 讀《靜思語》克服困境

◎ 超越政府和組織的力量
◎ 匯集大眾的虔誠與愛心

◎ 了解災民真正需求

◎ 志工特別預備福慧紅包

	 休士頓台灣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羅復文應邀參與新春祈

福會，他表示感佩慈濟人的不只是捐出身外的金錢，慈濟志

工的無私奉獻和投入陪伴、膚慰受災或苦難的人們，親身無

所求的投入付出，真的是令人佩服，讓身為花蓮人的他與有	

榮焉。

在他們臉上是看不到笑容的，災民心裡的傷痛，不是
一般人可以承受的。希望藉由今天的物資及我們給的擁
抱，能給他們一些溫暖。  

土耳其慈濟志工  周如意

「未來的成就完全是在掌握分秒中造就出   
來，『未來』也是由『現在』累積而成。」  

《靜思語》

慈濟人的螞蟻合心、撼動須彌的精神，讓我感覺這種慈
悲的力量遠遠超越了政府和組織的力量，並且觸及的世
界各個角落。  

休士頓台灣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  羅復文

慈濟人新春祈福 呼 籲 大 眾 馳 援 土 耳 其

	 哈里斯縣警局（Director	 of	 Jail	 Chaplaincy	 in	 Harris	

County	 Sheriff's	 Office）監獄的佈道服務團隊負責人丹·薩

維（Don Savell）與多位警察同事應邀參與慈濟德州分會的

新春祈福；慈濟志工因為與獄友分享《靜思語》而和他及警

察團隊結緣。丹·薩維分享慈濟多年來在休士頓地區的慈悲

行動，從哈維颶風到疫情期間，無私的投入社區，並且通過

現值卡、食物和物資發放等深入社區。丹·薩維說：「未來

還有很多機會讓我們一起為休士頓地區付出合作，讓社區更

加和諧。」

	 「愛」看不見、摸不到，但只要你我一點點有形無形的

付出，就能讓大家感受到「人間有愛」。人文學校的學生姚

予晴第一次參與手語演繹，她透過在德州人文學校的學習，

啟發了悲天憫人的胸懷，把這樣的感動，利用手語的肢體語

言傳達給所有參加祈福會的會眾。她也透過歌詞，更深入體

會自己也能把肩膀給借別人依靠；因為只要有人遇到困難，

	 當志工到達溫泉村時，婦女們陸續來到交誼廳參與活

動，其中有一位婦女在入口處就拿出錢投入竹筒中，說明愛

的種子已經在德州分會與她們的互動中，在她的心中萌芽。

一直以來，志工在每一次的探訪中都會和村內的婦女們分享

慈濟的人文和慈善事業；今天是志工李彬綉藉由衣服上的慈

濟標誌切入，跟婦女們介紹慈濟的理念、竹筒歲月，讓大家

瞭解人人都可以成為付出愛心的人，任何人都可以量力而為

的幫助他人。

	 婦女們喜愛閱讀和分享《靜思語》，因為當她們翻閱英

	 志工也和她們分享《靜思語》：「好事，需要你、我、

他共同來成就。所以，不要有你、我、他的成見。	」引導她

們放下執著，懂得和他人一起合作，因為人人合心的經驗是

美好的，大家一起為社會付出，人間就會越來越祥和。

	 溫泉村中的婦女們，有的會出外工作，有的帶著孩子在

此受庇護；志工希望能幫助她們走出家暴的陰影，教大家生

活中的日常問候、感謝他人，並教她們「感恩」、「謝謝」

等中文用語，姊妹們的學習力很強，不僅立即就學會了，還

能舉一反三的用於愛的回饋。

	 年邁的歐瑪爾獨自前來領取物資，他的家族裡有17口人

在這次強震中罹難。擔心他一個人無法搬運毛毯，慈濟志工

體貼地開車送他回到臨時住處。小小的房間，勉強能放下一

張雙人床和沙發，卻擠著五口人。面對這樣的情況，歐瑪爾

無奈的說：「我的房子倒了，真的一無所有。」慈濟給的物

資能應急，幫助度過急難時刻。

	 震災發生後，有近三百位志工分批探訪受災家庭，很快

便找到1,100戶需要援助的家庭。針對這種情況，慈濟積極籌

備後續的發放事宜，並於2月18日在伊斯坦堡舉辦第二場急

難救助發放。

	 經過十幾個小時的長途跋涉，慈濟先遣團抵達加濟安泰

普省（Gaziantep）。搜救行動已經告一段落，來自全球的

非營利組織都陸續走入災區進行人道關懷，慈濟志工走進了

建築物毀損嚴重的努爾達伊鎮（Nurdağı）。

	 這裡是土耳其加濟安泰普省的一個小鎮，強震造成

2,400多人死亡，300多棟的房子倒塌，主要街區都被夷為

平地，無家可歸的災民只能住在帳棚裡。災民庫特帶著慈濟

志工來到已成廢墟的家：「地震前我住在這裡，最下面一層

曾是我哥哥住的，地震把他帶走了。就像你們看到的一樣，

我們就應該伸出雙手去幫忙，就像人文學校的老師和同學

們，大家一起互相幫忙克服困難一樣，這才是真正的愛。

	 23年前的台灣九二一大地震，使得來自台灣的鄉親對

土耳其地震最有感。在休士頓定居40年的宋明麗就是在那一

年看到慈濟人深入災區，救助災民。雖然當時遠在美國，卻

被慈濟人的身影感動，啟發了人傷我痛、人苦我悲的那份悲

心，因而找到德州分會，捐款成為慈濟榮譽董事。這次看到

土耳其的地震災難，就趁著祈福會來捐款，祈願災民能盡快

度過災難。

	 藍天白雲的慈濟人帶著大眾匯集的虔誠與愛心，何處有

難何處現，應苦難眾生所需，施醫、施藥、更施錢糧，幫助

所有需要的人；除了實質幫助外，更虔誠祈禱，祈願所有受

苦難的人們能早日離苦得樂。

文版的《靜思語》時，書中的文字彷彿與她們進行心靈對

話，一股無形的力量，讓她們增添更多面對生活中挑戰的

勇氣。志工鼓勵大家勇敢克服困難，未來人生將會越來越	

亮麗。

	 由於適逢農曆新年，志工為她們預備了慈濟福慧紅包，

並跟她們介紹福慧紅包的由來及意涵。志工梁明嬋也預備傳

統的新年紅包，與姊妹們分享農曆新年的喜悅，這份愛的祝

福，溫暖姊妹們的心。

	 土耳其地震造成嚴重傷亡，全球慈濟人立即動員起來，

一齊發揮愛心，齊力幫助受災的人們；日前已經向災民發放

毛毯、圍巾和物資卡，幫助他們度過困境。姊妹們聽說之

後，紛紛認養竹筒，也有幾位婦女直接將紅包中的錢投入竹

筒，將愛再傳遞出去。

	 《愛與關懷》的手語歌帶動中，大家一起虔誠的為土耳

其地震罹難及受災者祈禱與祝福，祈求人人平安吉祥。從活

動中，志工真誠的付出，可以感知溫泉村姊妹們的感動，在

愛與關懷中，志工與姊妹們彼此祝福，相互擁抱，給對方愛

的力量。

2023年2月12日，慈濟德州分會在休士頓會所舉辦新春祈福會，德州分會執行長羅濟嶢回顧2022年，從遠方的

俄烏戰爭，到美國國內的世紀性伊恩颶風，無論是天災、人

禍，我們都帶著來自全球慈濟人的祝福和愛心，陪伴受苦難

的人們度過急難。	

	 羅濟嶢表示，展望2023年，才一開始土耳其就發生了

規模很大的強烈地震，因此希望大家一同響應證嚴法師的呼

籲，大家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無論有形的金錢物資，或無

形的祝福心念，一同馳援土耳其。此外，極端氣候仍在全球

各地產生災難，邀請大家一同茹素，降低殺業與減少溫室氣

體，為地球氣候與心靈環保盡一份心力。大家更透過2022年

慈濟的紀錄片，如同親臨慈濟人在全球各地的慈悲腳步。

	 為協助有需要的休士頓家庭，慈濟美國德州分會
與休士頓食物銀行（Houston	Food	Bank）合作，擬於	
2月25日與3月11日舉辦蔬果發放活動，以行動支援有需
要的鄰里鄉親，幫助生活艱困的民眾了解到他們並非孤
單無助。
食物發放採得來速（drive thru）模式進行，同時接受
民眾步行前來領取，參與食物發放的民眾需全程戴上口
罩。預計發放350份蔬食，數量有限，先到先領，發完
為止。

食物發放日期／時間：
2月25日與3月11日，上午11點至下午1點，發完為止。

食物發放地點：慈濟美國德州分會靜思堂
6200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休士頓慈濟蔬食
發放活動

慈濟志工走訪災區，
真正了解災民們的需求。
攝影／余自成

災民收到慈濟志工發
放的物資卡。照片來
源／慈濟土耳其聯絡點

我們過得非常困難；但我們還是幸運的，像AFAD（土耳其

災難應變總署）、紅新月會和來自海外的援助團體都來幫

忙，真的太謝謝你們了。」

	 強震影響十個省份，受災範圍相當大。儘管花在交通上

的時間很長，但在尊重政府救災規劃的基礎上，慈濟志工克

服萬難，更深度地走進災區，了解災民真正的需要，力求提

供確切有效的幫助。

	 災難面前，難行能行，將全球的祝福送到災民手中，是

每個慈濟人最大的心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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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春樹動畫電影《盲柳與沉睡

的女人》即將於2/24在台上映，法國

導演皮耶弗德斯(Pierre Földes)表示受

到台灣友人給了他村上春樹短篇故事

〈象的消失〉的影響，讓他興起了翻

拍村上春樹作品的念頭。近日許多藝

文圈和影評人觀賞此片完畢，都大讚

此片是神改編！佳評如潮！

《盲柳與沉睡的女人》改編自村

上春樹原著小說。繼 2021 年電影

《在車上》之後，《盲》為由法國作

曲家皮耶弗德斯首次導演之作，共改

編自村上春樹 6 部短篇－《青蛙老弟

，救東京》、《生日女郎》、《鸊鷉

》、《發條鳥與星期二的女人們》、

《隨盲柳入眠的女人》、《UFO 降落

在釧路》。

詩人、導演與藝術家鴻鴻看完此

片大讚：「村上春樹改編的電影作品

總是比原作更吸引我。《盲柳與沉睡

的女人》是法國人做的動畫，改編自

他的六個短篇，串成一個探論內心空

虛的故事。時空設在東京大地震後，

其中〈青蛙老弟，救東京〉一篇也曾

有漫畫版，但我更喜歡電影的美術與

呈現方式。全片那種半透明的畫風深

富詩意，把村上最擅長的氛圍完全呈

現。片尾莫札特鋼琴協奏曲23號慢版

的冉冉出現，更是令我感動莫名。」

名創作人、媒體人、陳樂融則對此

片大讚：「法國動畫片《盲柳與沉睡的

女人》優美而深沉，是難得一見的成人

文藝動畫，改編村上春樹六個短篇小說

為一個故事，更令人驚奇。音樂很美，

原來是作曲家皮耶弗德斯（Pierre

Földes） 首次擔任導演。畫面簡約中有

細膩的寫實動作與表情，故事奇幻卻又

瀰漫生活感，放在東京、巴黎甚或任何

不知名的地方都無違和。」

作家、詩人 顏艾琳對此片盛讚：

「改編村上春樹作品， 最新動漫電影

《盲柳與沉睡的女人》，文學與藝術

視覺的雙重享受！「男人的英雄主義

需要災難來激發；而女人面對同樣議

題，是逃避還是陪伴？」「兩個男人

、一個女人、一隻貓、一隻青蛙、一

次大地震，震出了現實與內心的強烈

落差。村上春樹的文字從不直球面對

，而是曲球變化，才讓你決定擊或不

出擊！光是欣賞此片的動畫藝術語言

，就值回票價！」

作家崔舜華讚美：「電影分為兩

條主敘事線，敘事線一專注地述說著

青蛙與銀行小職員片桐之間的承諾，

立志打敗地底巨大蠕蟲，以避免蠕蟲

的憤怒引起的地震毀滅東京；另一敘

事線的主角則因妻子無預警離家，家

中養的貓突然失蹤，帶著同事交付的

包裹遠赴北海道，因此浮現許多記憶

的片段，導演成功地融合村上春樹的

五篇小說，將主角的特質與發生的故

事融合為單獨一人的體驗，電影的後

半甚至聯繫到《發條鳥年代記》的部

分情節，加上透過動畫來說故事的手

法，更呈現出村上小說語言中那曖昧

跳躍的意識流與抽象感。身為村上鐵

粉絕不可錯過！」

作家、紀錄片導演、影評人彭怡

平則大讚：「《盲柳與沉睡的女人》

總是隱喻著某個東西：我們看不見卻

又存在的恐怖、顫慄。我們被拋擲到

在這世界之前，早已瞭解我們的存在

即痛苦。這也使得村上春樹的世界一

直迷漫著尼采的虛無主義與英雄論調

，是這樣不得不的來到這個世界，且

如此辛苦地接受著我們的存有，如同

故事中所瀰漫的無處不在的無奈壓迫

感，看似輕如羽毛，其實這就是我們

生而為人所不得不去面對的恐怖、顫

慄，進而催逼與喚醒真正的勇氣，繼

續往下一站前進。」

受村上春樹影響 影評一致盛讚
《盲柳與沉睡的女人》法國導演神改編

新銳導演馬克

伯曼(Mark Burman)

首度執導劇情長片

《 火 線 埋 伏 》

（Ambush），便找

來金球獎得主強納

森萊斯梅爾(Jona-

than Rhys Meyers)

、《黑暗騎士》

（The Dark Knight

）亞倫艾克哈特

(Aaron Eckhart)，

以及《花邊教主》

（Gossip Girl） 康

納 保 羅 （Connor

Paolo）攜手演出。

全片打破觀眾熟知

的戰爭片形式，改

編自1966年的越戰

真實事件，刻劃一

群美軍探索更高難

度的「地下隧道戰

」，並為奪回致命文件，穿梭在地道當中，與敵軍近身諜對諜，

緊張刺激，將讓觀眾腎上腺素飆升。本片更為了重現當時最震撼

歷史遺跡，耗時兩年打造超乎想像的複雜構造。陰暗未知的氛圍

，就連康納保羅都驚呼：「最開始是一部動作戰爭片，但到最後

竟變成懸疑驚悚片！」

《火線埋伏》是操刀多部電影製作的資深製作人馬克伯恩，

首度坐上導演椅，執導的首部劇情長片。作為導演處女作，他立

志創新，為觀眾帶來前所未見的「新式戰爭」，並打破過往壕溝

、搶灘、空戰場面，改以還原越南最知名的越戰遺跡「古芝地道

」；甚至還將戰場拉到地面之下，難度一下子大躍進。尤其「古

芝地道」是越軍抗美的關鍵基地，不只高度隱密到肉眼難以看見

出入口，整個地道總長高達200公里，內部由3層結構組成，寬度

僅80公分不到，高度不超過150公分，這也讓片中各個身高超過

180公分的壯漢演員，光是正常行走都顯得舉步維艱。

此外，為了打造全片超乎想像的複雜結構，劇組前後耗費兩

年時間，在美術與燈光上下足功夫，並花費大量時間研究當年建

造地道所使用的泥土，還透過日光、蠟燭、閃光來表現地洞於不

同層結構位置的深淺程度。當演員與劇組人員聚集在隧道拍攝時

，那緊密又窒息的貼近感，甚至讓工作人員心有餘悸地表示：

「這種幽閉恐懼感很真實！」

《火線埋伏》不僅利用地下戰突破過往戰爭片形式，更呈現

多種讓角色們瀕臨死亡的陷阱；在找尋高機密文件的同時，還得

隨時小心謹慎的緊張感，更是讓本片從戰爭片昇華為驚悚片。尤

其在地道當中，菁英隊員們僅能透過手電筒的微光來摸索前進方

向，但陰暗光線可不是最令人害怕的事，不知道下一秒黑暗中將

會出現什麼的未知感，才真正讓人崩潰，就連飾演率領小隊前進

的下士康納保羅都驚呼：「觀賞本片你可以感受到兩種截然不同

的電影類型，最開始是一部動作戰爭片，但到最後竟變成懸疑驚

悚片！」在片中可見各式各樣的生命威脅，可能一腳踩空，摔進

鋪滿銳利如刀的削肩木頭裡而開腸破肚，或輕輕抬腳就讓自己被

迫接受毒蠍的洗禮；而突然出現的敵人比鬼更可怕，讓他們轉角

遇到的不是愛而是機關槍連續伺候，近距離一顆手榴彈滾來就可

能全軍覆沒，難以逃跑的地理位置，以及無法預測的恐怖行動，

勢必都將讓觀眾在觀賞過程繃緊神經！

這部由真實事件改編的驚悚戰爭片《火線埋伏》，即將在3

月3日於全台震撼上映。本片劇情描述越戰期間，一群受困在禁

區邊緣的美國軍人，手上握有可以改變戰爭命運的高機密文件，

卻遭受敵人突襲，讓文件落入對方手中。德拉蒙德將軍（亞倫艾

克哈特飾演）派出米勒中校（強納森萊斯梅爾飾演）改變戰況。

他率領一群精英突擊隊員，深入敵人隱匿於叢林地下的陣營，他

們必須克服恐懼，才能在這個宛如迷宮般的地道間穿梭，不僅要

一邊找尋那份致命文件，還要一邊躲避越方設下的複雜陷阱，更

還要提防難以預料的攻擊，並奮力追擊這群敵兵…。

耗時2年打造新式地下戰爭

《火線埋伏》改編
越戰真實事件

佛羅萊恩· 澤勒執導的最新力作《困在心緒里的兒子

》發布「重重羈絆」預告，「狼叔」休· 傑克曼飾演的彼

得肩負家庭中的多重責任，面對兒子的心理問題、家庭矛

盾和心底情感創傷，彼得竭力平衡一切，卻逐漸陷入失控

的邊緣。

影片中，休· 傑克曼與安東尼· 霍普金斯首度出演父子

，聚焦三代父子恩怨糾葛，呈現一個家庭在分崩離析後，

掙扎重聚的過程。彼得（休· 傑克曼 飾）與新伴侶貝絲

（凡妮莎· 柯比 飾）以及他們剛出生不久的孩子一同生活

。但前妻凱特（勞拉· 鄧恩 飾）與正值青春期的兒子尼古

拉斯（澤恩· 麥格拉思 飾）的出現將彼得的新生活打亂。

影片雲集全奧獎班底，由奧斯卡提名獲得者「狼叔」

休· 傑克曼（《金剛狼》系列）主演，奧斯卡得主勞拉· 鄧

恩（《婚姻故事》）、奧斯卡提名獲得者凡妮莎· 柯比

（《女人的碎片》）和澤恩· 麥格拉思以及兩度奪得奧斯

卡最佳男主獎的安東尼· 霍普金斯等出演。休· 傑克曼還憑

藉此片第四次提名金球獎最佳男主角。

上有老下有小 狼叔《困在心緒里的兒子》曝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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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女足中國女足海外熱身喜憂參半海外熱身喜憂參半
西班牙拉練 4場熱身賽2勝1平1負

此次西班牙之行前，中國女足在內地進行第一階段
冬訓，2月10日開啟海外拉練，迎來久違的國際友

誼賽。首戰以半主力陣容出戰的中國女足以2：1戰勝皇
家貝迪斯，次戰1：4不敵實力強勁的瑞典，第三場比賽中
國女足以年輕陣容4：0戰勝維爾瓦，末戰在幾乎派出全部
主力的情況下0：0戰平愛爾蘭女足。

總的來說，4場比賽熱身價值都比較高，兩場與西班牙女
足俱樂部的熱身賽，極大程度地讓方潔、歐懿垚、陳巧珠等
年輕球員得到鍛煉和考察。

對瑞典 愛爾蘭兩仗含金量足
而與瑞典和愛爾蘭的友誼賽更是含金量十足，前者排名

世界第3，後者排名世界第23，在一定程度上模擬了中國女
足兩支世界盃小組賽對手英格蘭和丹麥隊。尤其與瑞典的比
賽，是中國女足征戰東京奧運會小組賽以來，時隔1年半再
次與世界一流強隊比賽。高強度和快節奏之下，中國女足
在比賽第14分鐘就遭遇0：3落後的局面。

雖說最終1：4的比分有些刺眼，但歐洲女足近些年
來迅猛“開花結果”，是中國女足與其最為直觀的實力鴻
溝，且差距愈發巨大，這個趨勢從上一屆法國女足世界盃時就
已經開始明顯展現。

中國女足主帥水慶霞在此前的採訪中坦言，要對中國女
足有一個正確的定位，“不能說因為中國女足拿了亞洲盃冠
軍，（我們）就站在亞洲的頂端，然後可以在世界盃上去跟
強隊抗衡，甚至達到更好的成績。實事求是來說不太可能。”

就與瑞典隊的比賽而言，中國女足還是重在練兵。與亞洲
盃奪冠時期相比，首發陣容進行了半數以上調整，一方面是尋求
“新陳代謝”，更重要的還是進一步考察和鍛煉球員，給更多年輕
球員機會。

世界盃小組賽出線難度不小
而在中國女足與愛爾蘭女足友誼賽當天的早些時間，海地女足

在世預賽附加賽中2：1戰勝智利女足，中國女足在本屆世界盃上
的小組賽對手也就此確定。

中國女足將首戰世界排名18位的丹麥，次戰首次參加世界
盃、排名世界第55名的海地，末戰歐洲盃冠軍、排名世界第4
的英格蘭。

顯然，中國女足在世界盃小組賽階段將是困難重重，想要小組
出線難度不小，但也並非毫無機會。最重要的還是保持好心態，發
揮出團隊優勢做好攻防轉換，面對身體強壯的歐洲球隊時，充分利
用靈巧和速度攻破對方。此前中國女足主帥水慶霞表示，球隊的目
標是打進8強，她覺得中國隊還是會創造一些驚喜。 ◆中新網

北京時間22日晚，中國女足在友誼

賽中以0：0賽和愛爾蘭女足，結束了她

們的西班牙拉練之旅。這趟旅程中國女

足共取得2勝1平1負，總體來說有喜有

憂。而在友誼賽當天早些時間，海地女

足在世預賽附加賽中以2：1戰勝智利女

足，拿下世界盃入場券，中國女足的世界盃小

組賽對手正式確定。距離世界盃還有5個月時

間，中國女足的備戰也將進入衝刺階段。

中國乒乓球隊“直通德班”世乒賽
選拔賽首站比賽22日進行了兩場單打準
決賽。孫穎莎以3：0戰勝何卓佳晉級女
單決賽，男單方面馬龍以3：1淘汰梁靖
崑，獲得決賽席位。

按照選拔規則，本站選拔賽的男女
單打冠軍將直接獲得世乒賽單打參賽資
格。在本站賽事男女單四強名單中，陳
夢因腳傷退出、王楚欽因發燒退賽，根
據抽籤，他們的對手陳幸同、樊振東因
此直接晉級女子單打和男子單打決賽。

在當天首先進行的女單準決賽上，
孫穎莎與何卓佳展開較量，兩人是河北
隊、國家隊隊友，熟悉彼此的球路打
法。比賽開始後，球風靈活的孫穎莎以
11：7連下兩局，第三局何卓佳放手一
搏，連續挽回兩個賽點，但關鍵時刻還

是被孫穎莎抓住失誤，孫穎莎以13：11
再下一城，從而以3：0擊敗對手晉級決
賽。男單準決賽在馬龍與梁靖崑之間展
開。首局開始雙方比分緊咬，7平後馬龍
把握住局面，連得4分拿下首局。第二
局馬龍延續強勢狀態，以5：1開局，全
程保持壓制，以11：5再下一城。

第三局梁靖崑加強搏殺，以11：3
速勝。不過，第四局馬龍逐漸擺脫被動
局面，拿下關鍵分後以13：11獲勝，總
比分3：1晉級。馬龍賽後表示，準決賽
發揮“超出自己想像”。他稱，與年輕
球員交手時，自己在打法上並沒有太大
優勢，通過果斷出手、調整落點還是有
爭取勝利的希望。

女單方面孫穎莎與陳幸同交手，馬
龍則與樊振東爭奪男單冠軍。 ◆中新社

國籃71：59輕取哈薩克斯坦隊孫穎莎 馬龍晉世乒選拔賽決賽

▲孫穎莎以3：
0戰勝隊友何卓
佳。 新華社

◀馬龍以 3：1
挫梁靖崑，晉級
決賽。 新華社

女足世界盃32強分組形勢
A組：新西蘭、挪威、菲律賓、瑞士
B組：澳洲、愛爾蘭、尼日利亞、加拿大
C組：西班牙、哥斯達黎加、贊比亞、日本
D組：英格蘭、海地、丹麥、中國
E組：美國、越南、荷蘭、葡萄牙
F組：法國、牙買加、巴西、巴拿馬
G組：瑞典、南非、意大利、阿根廷
H組：德國、摩洛哥、哥倫比亞、韓國

中國女足分組賽賽程
7月22日
7月28日
8月1日

中國 VS 丹麥
中國 VS 海地
中國 VS 英格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北京時間22
日，女足世界盃預選賽附加賽在新西蘭結束，海地
以2：1淘汰智利、葡萄牙2：1力克喀麥隆以及巴
拿馬1：0戰勝巴拉圭，3支獲勝球隊齊齊鎖定女足
世界盃決賽周參賽資格。

2023年女足世界盃由澳洲和新西蘭聯合舉
辦，計劃於今年7月20日至8月20日進行，本屆女
足世界盃也是歷史上首次擴軍至32支球隊參賽。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女足作為第二檔球隊，落入第
一檔球隊英格蘭隊所在的D組，第三檔球隊丹麥隊
同樣落入該組，剩下一支球隊則通過世預賽附加賽
產生，即為塞內加爾、海地與智利之間的勝者。

隨海地女足史上首次獲得世界盃入場券，中
國女足的三個小組賽對手全部出爐。其中，同組的
兩支歐洲球隊實力不俗，英格蘭女足世界排名高踞
第四，是本屆盃賽的奪冠熱門，丹麥隊世界排名第
18位。主教練水慶霞在接受採訪時表示，兩支歐洲
球隊實力和戰術素養在中國隊之上，尤其是與英格
蘭隊相比還存在很大差距。

女
足
世
界
盃
32
強
全
部
產
生

◆海地女足戰勝智利，史上首次晉級世界盃。新華社

▶中國球員張睿
（右）與對手爭
搶。 新華社

◆◆年輕新秀陳年輕新秀陳
巧珠巧珠（（紅衫紅衫））
在比賽中得到在比賽中得到
鍛煉和考察鍛煉和考察。。

新華社新華社

▲▲中國女足主教中國女足主教
練水慶霞練水慶霞。。

新華社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中國男籃23日晚於荃灣體育館
出戰2023年男籃世界盃亞大區預選賽，在全場爆滿1,900名球迷吶
喊助威下，以71：59輕取哈薩克斯坦隊。

國籃首次移師到香港出戰。由於荃灣體育館只容納到約1,900
人入座，公開發售的約600張門票早已售罄，甚至有傳黃牛飛炒高
到原價10倍之多。由於到場採訪傳媒眾多，中國男籃進攻一方的
籃底攝影區7個位置插針難下。比賽開始，國家隊主力周琦和趙
繼偉連續取分幫助國籃取得6：0開局，哈薩克隊則遲遲未能
進入狀態。本節後半段，中國男籃一直保持兩位數左右的領
先。首節結束，中國男籃領先21：12。次節中國隊繼續保持優
勢，哈薩克隊的整體命中率仍然不高，此後國家隊將領先優勢
逐漸拉開至20分以上，半場戰罷，中國男籃領先43：22。易邊
再戰，國家隊進攻效率下降，多依靠內線強攻。哈薩克隊利用外
線將分差縮小，但國家隊穩紮穩打、十分主動。第三節結束，中
國男籃59：40哈薩克斯坦。末節，哈薩克隊連續打出反擊高潮，
逐漸將分差縮小，更一度將分差追至個位數。關鍵時刻，胡明軒命
中3分，助國家隊重新穩固優勢，哈薩克亦未能再將比分進一步
迫近。全場結束，國家隊順利以71：59奏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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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影壇

《今日宜加油》首播，職場諷刺喜劇
鄭愷王鶴棣都是看點，質量高
電視劇《今日宜加油》在

愛奇藝 6 集上線。這部電視劇

由鄭愷、陳鈺琪和王鶴棣等多

位知名演員主演，講的則是職

場工作的故事。劇作抓住了很

多職場當中的很多“潛規則”

瞬間，進行諷刺，可謂是處處

到位，笑點不少。鄭愷和王鶴

棣等演員的表演，也可圈可點

。

早前，我在介紹這部電視

劇定檔訊息的文章當中，便已

經提出個人看法，這部電視劇

能夠在職場細節當中找笑點，

肯定是爆款劇。不過，那篇文

章後邊，有粉絲型群體留言說

，我在給她們喝毒奶。老編上

了歲數，不知道什麼是毒奶。

只能繼續追問，毒奶指的是三聚氰胺

嗎？那群粉絲，也沒回答清楚。

《今日宜加油》上線之後，多集觀

看完畢之後，我大概明白這群粉絲們為

什麼說我拿毒奶去奶她們了。《今日宜

加油》這部電視劇，非常類似韓劇《高

斯電子公司》。可以說，兩部電視劇在

主線設計，和主要笑點的制作方式，都

是相同的——公司當中最不起眼的部門

當中，有人摸魚，有人向上。

翻拍韓劇，容易被群嘲。可能就是

因為這群小粉絲們提前知道了《今日宜

加油》和《高斯電子公司》的關系，所

以她們覺得我肯定《今日宜加油》是在

毒奶她們吧。其實，翻拍劇又怎麼了？

只要能夠翻拍出屬於咱們國人的笑點內

容來，就是好的。對於這部《今日宜加

油》，我認為，最為重要的評判標準便

是：能不能讓人發笑。

多集追劇之後，我認為這部電視劇

輕松幽默，笑點密集，且都能夠讓人發

笑。非常重要的壹點是，這部電視劇的

笑點並不牽強，具備非常不錯的合理性

。尤其是對於職場“潛規則”諷刺的那

些內容。這裏邊所指的“潛規則”，並

非男女之間的那些事兒啊，需要強調壹

下。此處，指的是職場當中的那些話術

和行為術。

只要大家在職場當中工作過，那麼，

看《今日宜加油》壹定會發笑的，這不就

是大家熟悉的職場嘛。拿這些內容開

玩笑，進行諷刺，顯然是有的放矢，

大家想不開心都難了。作為解憂輕喜

劇，這部劇作顯然會成為小爆款作品

的。這份毒奶，我需要繼續給喜歡這

部電視劇的粉絲型觀眾們喝壹下子。

目前來看，《今日宜加油》在部

分短評平臺當中，可謂是清壹色的五

星好評。該劇真實的質量，當然夠不

上完全的五星。顯然，這裏邊有粉絲

型群體的作用力。我個人對於這部電

視劇的打星評價則是，可以給四顆星

，它確實好笑，能夠成為茶余飯後的

壹份消遣。

鄭愷和王鶴棣的表演，都符合角色

需要，並且能夠憑借自身的努力，完善

角色。鄭愷方面，呈現的是壹個想要當

組長，卻只能成為副組長的人。顯然，

這是壹個相對失敗的角色。不是說鄭愷

演得失敗，而是角色定位便是失敗。鄭

愷在表演氣質上，能夠幫助“失敗的角

色”加分，表演出裏邊的落魄氣和落魄

氣之上的喜劇感來。

鄭愷對於喜劇的駕馭能力，只要遇

到適合自己落魄氣的角色，就壹定能夠

輕松勝任，出色完成。甚至於可以說，

在《奔跑吧》綜藝節目當中，鄭愷飾演

的人設，也是這種落魄氣之下的小獵豹

，壹邊要自嘲，壹邊要承擔重要的奔跑

任務。

王鶴棣在這部《今日宜加油》當中

，則主要負責小白和帥氣。職場小白，

毫無經驗，遇到了王鶴棣單純的表演方

式，就更顯得真實了。而演員自身帥氣

的外表，也讓角色這個高富帥的形象更

為加分了壹些。這位青年演員在演技方

面，也是過關的，找不出什麼毛病來。

未來可期——不知道這算不算再次給粉

絲們餵毒奶。

陳鈺琪的角色，還是不夠好。這

壹次，《今日宜加油》當中，女主角

的故事人設都是完整的，有著明確的

人物行為動機了。但是，陳鈺琪的表

演，還是“欲望感不足”。這是她的

老問題了。角色無論想要做什麼，都

是有壹股子“想要做”的情緒、表情的

。陳鈺琪在駕馭這個“欲望感”上，是

能力不足的。

《今日宜加油》當中，女主角這個角色

，依舊不夠噴薄。陳鈺琪如果更為活潑有趣

地駕馭角色，出來的效果，應該會更好。

短
劇
《
媽
咪
的
反
攻
》
定
檔2
月2

4

日

全
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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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由陳躍進執

導，趙壹博、李博洋領

街主演，崔力戈、張

紫淋、仲昭熙主演，

李宗霖特別出演的短

劇《媽咪的反攻》正式

官宣定檔，將於2月24

日在愛奇藝平臺全網

獨播。該劇講述了姜

翎雲輕輕夫妻二人，

因壹場出軌時間被迫

分開五年的故事。雲

輕輕被迫遠走他國，

蟄伏五年後華麗歸來

開啟自己的復仇計劃

，並壹步步揭開當年

事實的真相。今日發

布的定檔海報中，雲

輕輕（李博洋 飾）

狠狠拉住姜翎（趙壹

博 飾）的領帶，眼

神間除了恨意還帶有

壹絲愛戀，充滿了又

撩又欲的曖昧感，引

發觀眾期待。

主角全員雙面身份
豪門恩怨復仇大

戰壹觸即發
今日發布的定檔預告中，趙壹

博飾演的姜氏豪門霸總姜翎，與李

博洋飾演的歸來復仇辣媽雲輕輕開

篇“夫妻重逢”，眼神對視的壹瞬

間，兩人曾經發生過故事已經被網

友腦補壹片。不管是如深淵壹樣的

誤會，還是不可逾越的冤仇，在充

滿仇恨、驚訝、恐懼、決絕的目光

中，引發觀眾的無限好奇。此外由

張紫淋飾演的雲渺渺出場便是與雲

輕輕姐妹互撕，火藥味十足，看來

重歸豪門戰場復仇之路阻礙重重，

但女主霸氣回擊也是直接定調五星

“爽劇”指數。

除此之外，預告中出現的萌寶、

幕後復仇操盤手另有其人、婆媳矛盾

水火不容……，由豪門內的大戰壹發

不可收拾的蔓延向商業大戰，這場寫

滿人性貪婪與欲望的“戰爭”不斷升

級，愈演愈烈。

腹黑霸總超A名模
復仇爽文晉江甜寵兩不誤

該劇講述壹位因置身豪門“宮鬥

”旋渦而遭受背叛的豪門棄婦，最終

重生逆襲歸來壹步步霸氣復仇的故事

。除了虐渣撕茶、霸總追妻、萌娃助

攻、婆媳大戰等高能回合，更值得期

待的是，隨著復仇大計的展開，每個

角色的多重身份和幕後不為人知的陰

謀也逐漸掀開面紗，劇情無限反轉意

外不斷。

大家在期待《媽咪的反攻》這股

爽風刮來的同時，也有不少觀眾期待

冷酷帥氣的霸總前夫，重新認識美貌

重生的復仇前妻，雙強男女主設定究

竟能擦出怎麼樣的火花，畢竟晉江霸

總追妻文也是上頭好磕的。短劇《媽

咪的反攻》不論是帶感的人設、超爽

高能的復仇反攻大戰，還是重逢夫妻

的愛情拉扯、驚心動魄的商場大戰，

都將為觀眾帶來壹部久違的復仇上頭

爽片。

該劇由廈門葡淘影業有限公司、

寧波巨無霸影視有限公司出品；北京

立馬影視傳媒有限公司、傑思國際娛

樂股份有限公司、中視數字（北京）

文化傳媒有限公司、海南茗場面影視

文化有限公司聯合出品。值得壹提的

是，該劇由北京立馬影視傳媒有限公

司獨家營銷，立馬影視是壹家以影劇

綜為核心的專業娛樂營銷服務公司。

團隊年輕有活力，核心成員擁有多年

的傳播營銷經驗。團隊全體成員以

“立刻，馬上”為服務宗旨，高效執

行、敢於創新。公司成立以來壹直以

激情和創新面對市場變化，擅長話題

營銷讓內容打破圈層，情感營銷驅

動用戶行為，事件營銷增強產品影

響力，為客戶提供具有創意和高效

的營銷服務。該公司曾服務過《地

獄男爵：血皇後崛起》《妳好，李

煥英》《八月未央》《當男人戀愛

時》《兔子暴力》《濟公之降龍降

世》《世間有她》《想見妳》《東北

戀哥》《當家主母》《消失的孩子》

《大世界扭蛋機》《芳心蕩漾》等眾

多爆款影視項目，在全案營銷及短視

頻營銷方面具有豐富的經驗，且深諳

觀眾心理與時下熱梗，註重影片內容

與整體策略的深度結合，力求達到從

大眾化娛樂到效果式的轉化。《媽咪

的反攻》將於2月24日在愛奇藝全網

獨播，壹起來看這部又撩又欲、又土

又甜的超爽短劇。

《不能流淚的悲傷》曝正片片段
王耀慶左小青真情告白戳淚點

青春愛情電影《不能流淚

的悲傷》正在全國熱映中，今

日影片曝光了“記得愛情”

正片片段，林漢聰（王耀慶

飾）與趙心卉（左小青 飾）

在影片結局終於撥開記憶的面

紗，再次認清彼此就是自己的

壹生所愛，壹番真情告白令

無數觀眾也隨之落淚。

電影由唐家輝執導，何

藍逗、蔡凡熙領銜主演，王

耀慶、許光漢特別出演，左

小青、柯淑勤、姚愛寗友情

出演。

王耀慶左小青演繹動人
愛情

用真心為記憶指明方向
在今天釋出的“記得愛

情”正片片段中，中年模樣的

趙心卉與林漢聰眼含熱淚向彼

此告白。趙心卉因病失憶後忘

記了愛人，記憶停留在自己年

輕時和林漢聰相戀的時光。林

漢聰壹直不厭其煩地帶趙心卉

重走曾經相識相愛的路，用往

事喚醒愛人的回憶。而當趙心

卉終於想起這壹切，才領悟到

眼前的人竟為自己付出了這麼

多。她滿含愧疚與歉意：

“對不起，差點又把妳弄丟

了。”林漢聰則堅定地舉起

手，露出象征他們愛情的戒

指，向她保證：“妳放心，

不管妳飛得多遠，我都會把

妳扯回來。妳給我綁的紅線

，壹輩子都不會斷”。這番

深情承諾也令觀眾為之動容

，感慨“相愛的人之間有看

不見的紅線，無論走到哪裏

都壹樣會重逢”。

影片傳遞真愛的力量
感受愛情中的純粹與堅

定
無論是年少時的趙心卉

與林漢聰跨過異地戀的坎坷

雙向奔赴，還是中年時期林

漢聰對患病的趙心卉的執著

與付出，都讓觀眾在體會愛

情中甜蜜與浪漫的同時，又

感受到愛情賦予人的勇氣與

力量。有情侶從影片中領悟

出了相愛的不易，表示今後

會更加珍惜彼此：“淚目了

，看完之後只想牢牢抓住身

邊人。”也有觀眾被愛情的

強大力量所撼動，“唯有愛

情是上天給凡人的恩寵，以愛

之名對抗遺忘。”還有人回想

起和趙心卉壹樣患病健忘的父

母，感嘆道：“老來多健忘，

唯不忘相思。”讓大家為電影

情節感動落淚的同時，也能收

獲更多愛的勇氣，與愛的人更

加堅定地走下去。

電影《不能流淚的悲傷

》由亞太國影(深圳)影業有限

公司、中國電影股份有限公

司、中影創意（北京）電影

有限公司、天津貓眼微影文

化傳媒有限公司、亞太國影

（重慶）文化傳媒有限公司

、廣東潮樂文化傳媒有限公

司、深圳市三羊文化集團有

限公司、深圳市新藝城影業

有限公司出品。亞太國影

（蘇州）影業有限公司、亞

太華影（北京）影業有限公

司、無雙（深圳）影業有限

公司、佛山泓東影視文化傳

媒有限公司、廣東新億投資

有限公司、浙江東陽瀚雅映

影視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北

京博視眾和文化傳播有限公

司聯合出品，目前正在全國

熱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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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梁詠琪（Gigi）
23日出席“煤氣公司160 周年銅鑼灣旗艦店開幕
禮”，她曾於旗下烹飪中心畢業，當日與老師和助
教重逢，感覺份外親切。

Gigi笑言女兒正值喜歡吃甜品的年齡，月底是
女兒的生日，她早已答應親手整一個女兒喜歡吃的
蛋糕：“這都安慰的，證明她喜歡吃我造的蛋糕，
作為父母，見小朋友吃得開心，幾忙都願意去做，
而且增值了自己，也算是學以致用！”

提到下月也到她的生日，Gigi反而沒去安排如
何慶祝，因為演唱會完成後，現她仍要跟趙增熹及
陳少琪等音樂人開會，商討下半年的外地巡迴演唱
會籌備工作。現內地、東南亞及歐美站均在接洽
中，她指對上一次巡唱已是4年前的事，故她也萬
分期待。

Gigi亦表示倘若女兒放假，也準備帶她去某些
站的巡唱：“其實今次香港的個唱，女兒可看到整
個製作和排練過程，看着一個演唱會是如何誕生，
對她來說也是很好的人生經驗，而演唱會之後，她
都畫了幅畫送給我，給了好多個 like 和讚媽媽
good job，我就乘機對她說‘你默書又如何？’希
望兩母女都一齊進步，好像身教般，她看見媽媽認
真工作，她也不敢怠慢！”

另談到DJ梁文禮“踩”她事件，梁文禮寫千
字文向Gigi“示愛”道歉，問Gigi是否已原諒他？
她回應說：“都不重要了，不想停留在這件事之
上，讓它過去，我有更多事情要去做，我自己不斷
力求進步可以了！”至於周啟生則認為梁文禮講出
感想並沒不妥？Gigi說：“也不便評論，我還有其
他事要忙！人要向前行！”

眾多廣播人 歌手致祭
德高望重Uncle Ray設靈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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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棠、梁靜儀） 有“樂壇教父”

之稱的著名唱片騎師Uncle Ray郭利民（原名Reinaldo Ma-

ria CORDEIRO）於今年 1月 13 日與世長辭，享年 98

歲，2月23日於香港殯儀館設靈，下午四時為公祭時

段、六時後開始給業界及親友致祭、七時及八時半

分別舉行追思會及追思彌撒；2月24日上午在聖

若瑟堂出殯及安息彌撒，其後靈柩將移送哥連

臣角火葬場火化。

萬分期待下半年巡唱

GigiGigi攜女見證製作過程攜女見證製作過程

Uncle Ray的喪禮以天主教儀式舉行，靈堂
布置以白色簡潔為主，Uncle Ray遺

照與紀念特刊封面的一樣，而正中位置擺着其至親
的花牌，而契仔周舜河（Andy）的心形花牌亦放
在中間位置，另一邊在徐小鳳、張學友及劉德華
的花牌下，就擺放了Uncle Ray的遺物，當中有
他獲頒授的徽章、唱片、剪報和生前佩戴的帽
子，治喪委員會為Uncle Ray製作了一本紀念特
刊，內容包括Uncle Ray的生平、家庭、事業、
殊榮篇及親友致敬感言等。其中劉德華就寫道：
“逾70載的堅持和努力，將一生奉獻廣播界及香
港樂壇。謝謝你給予我們社會大眾最專業的娛
樂。你是我們最大的驕傲。”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到場致祭
相識滿天下的Uncle Ray，生前人緣極廣，23日

到場致祭的人士包括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香港中
文大學校長段崇智、丘亞葵、梁安琪、區瑞強、Joe
Junior夫婦、鄭東漢、陳欣健、車淑梅等；致送花牌的
演藝界朋圈中人有香港保安局同人、邵氏影城仝人、肥
媽、陳美齡、香港廣播處長張國財、倫永亮、香港電台及
邵氏影城仝人等等。
在業界得高望重的Uncle Ray，曾獲英女皇頒授MBE勳

章、香港特區政府分別在2008年及2022年頒授銅紫荊星章和銀紫
荊星章、香港演藝學院2012年頒授榮譽院士、香港中文大學去年頒

授社會科學系榮譽博士；更是吉尼斯世界紀錄“全球持續主持電台節目
最長久的DJ”保持者，一生奉獻香港樂壇及廣播界。

乾兒子周舜河負責打點
治喪委員會都是樂壇的殿堂級人士，由鄭東漢擔任主任，兩位前廣播處長張敏儀和朱培

慶、許冠傑、譚詠麟、段崇智、蔡敏志出任副主任。身為治喪委員會副主任之一的許冠傑談及痛失
摯友，他邊行邊說：“好傷心呀，因為以前經常一起組樂隊。”

其後治喪委員會主任鄭東漢及成員張文新、鄭中基、區瑞強及Uncle Ray乾兒子周舜河接受傳媒
訪問。鄭東漢首先發言，他說：“多謝大家對Uncle Ray的愛戴，他是我們非常大的光榮，帶給香港
好多歡樂，特別是我們這一代，幫助我們不少，多謝大家。”他又談到與Uncle Ray是好有緣份：
“認識對方時，還是樂隊成員，我寫信給他，他還叫我去電台見面，緣份就由此開始。”

至於Uncle Ray的骨灰如何處理？周舜河說：“乾爹選擇回家，他98歲高齡，基本上什麼都做
過，遺願是搞定這幾天就回家真正安息。”區瑞強說“我們好有緣份，我是50年前認識Uncle Ray，
他一手給我介紹唱片公司，沒有他我未必可以在這一行工作，而更有緣是我們都在港台做DJ，人人
都叫他做乾爹，我當然都叫啦，他叫我做乾兒子，是我終生榮幸。”鄭中基談到對Uncle Ray的印象
時，他說：“通常我們在食飯時見面，印像中他是一個好開心的人，每次都是滿面笑容，好多時候都
講笑話。Uncle Ray說要聊就同我老爸聊，多數都是聽他講，他都有問我最近聽什麼歌，還會給我介
紹流行音樂聽。”他又透露與Uncle Ray都是講笑話多，笑到收不住聲，自己的搞笑本領，不多不少
都是被Uncle Ray所感染。

區瑞強追思會上獻唱
追思會先由區瑞強獻唱《When a Child is Born》接下來由親友及業界好友輪流跟與登人士分享往

事，隨後由神父帶領進行追思彌撒。會上又播放了杜麗莎、許冠傑、譚詠麟悼念Uncle Ray的片段，
片段中杜麗莎唱出英文歌《Yesterday once more》跟Uncle Ray道別，並說：“Rest in peace ,Uncle
Ray.”說完再送上一個飛吻。痛失摯友的許冠傑，忍著悲傷說:“Uncle Ray是我一生摯友及老師，對
他離開我十分之哀痛，他對音樂界貢獻非常重要，是推動香港音樂發展的重要人物，他的離開係香港
音樂界一大損失，希望他的家人節哀順變，Uncle Ray在天國繼續精彩音樂世界。”之後以吉他自彈
自唱出一段英文歌，並說：“We love you Uncle Ray。”譚詠麟感激Uncle Ray說：“Uncle Ray教會
我們音樂的品味，溫拿早期聽的英文歌都在他那學的，他的節目給我們好多歡樂，多謝你。”

◆梁詠琪出
席煤氣公司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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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
紀
念
特

刊
。

◆ Uncle ray生前遣物。

◆車淑梅（右）
前來追思。

◆◆永遠懷念永遠懷念Uncle rayUncle ray。。

◆◆ 區瑞強區瑞強、、鄭東漢鄭東漢、、
周舜河接受記者採訪周舜河接受記者採訪。。

◆◆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前來致祭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前來致祭。。

◆ 小鳳姐送上
花圈悼念。

◆俞琤出席悼
念儀式



谷歌联合创始人谢尔盖· 布林、微软负责人

萨提亚· 纳德拉、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 马斯

克等，这些高科技企业的大佬想必大家都很熟

知。海蒂· 拉玛一位好莱坞女演员，令人难以置

信的是，她还是Wi-Fi和蓝牙背后的先驱发明家

。吴健雄，帮助美国制造了第一颗原子弹。尼

古拉· 特斯拉，发明电力和无线电的最重要人物

之一。

这些人都有什么共同点？他们都是美国的

移民。

多年来的许多研究表明，移民对美国的技

术和经济进步至关重要。如今大约四分之一的

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的工作者是移民

。

一些经济学家将专利记录与超过2.3亿个社

会保障号码联系起来，他们能够从中定位专利

持有人中谁是移民。发现在1990年至2016年间

，美国所有发明家中有16%是移民。不仅如此

，他们还发现移民的生产力远高于美国出生的

普通发明家。

在此期间，移民发明家创造了近四分之一

的专利，证据还表明移民发明家帮助本土出生

的发明家提高生产力。总而言之，经济学家估

计移民对美国约36%的创新负有责任。

至于为什么移民发明家如此富有创造力和

创新精神，经济

学家们给出了各

种各样的解释。

这些移民被美国

的魅力吸引，并

且能够来美国，

因为他们的性格

、智力或动机有

一些特殊之处。

或者可能是因为

他们来到这里时

生活、工作和思

考方式不同。

经济学家发现

这些移民倾向于

迁移到该国最具

生产力的地区，

他们在这里工作

时往往会有更多

的合作者。他们

还似乎促进了外国知识输入到美国，移民发明

家更加依赖外国技术并与外国发明家进行更多

合作。移民有助于创造知识和思想的大熔炉，

这在创新方面具有明显的好处。

许多在创新领域工作的移民持有H1-B签证

，每年约有8.5万人来到美国，并为他们成为合

法永久居民创造了一条潜在途径。这个签证将

移民束缚在特定的工作上，如果他们失去那份

工作，必须在60天的时间内找到新工作，否则

他们必须离开美国。

随着金融风暴席卷科技行业，很多公司一

直在裁员。现在有成千上万的失业H1-B签证持

有人正在疯狂地寻找新工作，以便他们可以留

在美国，但持续的裁员和招聘冻结使这一点变

得特别困难。

其实美国早期也经历过民众对移民的反感

情绪，这主要是出于两个原因。

第一，因为他们往往认为移民是个零和博

弈，他们害怕因此失去工作或减少薪水。但后

面的一些实际数据发现，移民对当地人的平均

工资或就业的影响非常有限。不过，低技能工

人工资的确会有受到移民的影响。

第二，由于移民难以融入当地社会，当地

人因此害怕失去文化认同。调查显示，在欧洲

人们觉得人的因素要比经济因素更重要。语言

和文化方面的障碍、得不到承认的外国学历与

工作经验，以及有时会遭遇到的隐性歧视等，

都可能阻碍移民融入当地社会。所以，不可否

认在短期内移民可能带来负面影响， 甚至可能

会持续很长时间。

随着时间推移，数据调查发现移民可以提

高当地的人均收入，从而提高其生活水平，因

此给美国带来可观的长期利益。所以，付出短

期代价，帮助移民融入当地就业市场和社会，

是十分值得做的事。

移民提高了适龄工作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

例，因为移民一般比当地人更年轻，尤其是在

人口老龄化的国家。因此，移民可以创造出更

多收入， 让全体成员分享，包括通过税收和再

分配政策。在创新领域工作的移民提高了美国

的创新能力，因而促进了当地高技能人才的劳

动生产率。

日本就是移民效益的很好例证，由于语言

和文化障碍，之前日本一直都是典型的低移民

国家。然而，由于适龄工作人口不断下降，导

致劳动力短缺，近些年日本开始增加移民数量

，移民门槛也开始放宽。

移民也增加了美国的软实力。一方面，移

民向美国的流动以及这种强烈意愿，使得美国

更具吸引力。另一方面，移民在与其祖国亲友

的交流中，不断传递美国的正面信息。对移民

来说，美国也确实充满着机遇。

目前，中国公民移民美国最主要的移民方

式是通过申请家庭绿卡（亲属移民）及职业移

民绿卡。

亲属类移民申请条件很简单，必须有亲人

是美国公民或绿卡持有者，且愿意为你提出绿

卡申请。亲属移民又分为两种，直系亲属和优

先类亲属。直系亲属每年核发的签证数额不受

限制，无须排队，仅需等待政府处理时间，因

此速度最快。优先类亲属按照亲属关系远近，

细分为四类优先级，每个优先类别每年配有固

定名额，因此取得速度不一定。

职业移民是以职业为诉求申请美国移民，

总共有五大类，而每一类又再细分为不同职业

类别。有些是可以自己提出申请，有些则须由

美国雇主为你提出移民申请。

EB-1杰出人才：杰出人才、杰出教授与研

究人员及跨国经理人

EB-2专业/技术人才：高等学历或拥有特殊

能力的专业人士

EB-3技术/非技术劳工：技术性劳工、专业

人士与其它合格劳工

EB-4特殊人员移民：特殊种类职业移民，

如宗教人士

EB-5投资移民：就业创造移民

EB-1无需申请劳工证，避免了漫长的等待

，但是条件较严苛，其中又划分为三小类别：

EB-1A、EB-1B、EB-1C。EB-1A不需要美国雇主

支持，而后两者则需要美国雇主支持。

EB-2的移民申请需要美国雇主作为呈请人

，先为雇员办理劳工证。但某些情况下，也可

以申请豁免劳工证，这通常被称为国家利益豁

免（NIW）。

EB-3需要雇主全面支持，包括工作邀约和

劳工证申请。大部分只有大学学位，或无学位

只有工作经验，或无工作经验要求的工作，都

可提出EB-3申请。

EB-4是针对宗教工作人员、美国政府长期

雇员等特殊工作的移民申请人。符合这个类别

的中国申请人很少，多数申请人来自有较强宗

教背景的国家，如印度和阿富汗等。

EB-5类别对申请人无学历、语言及管理技

能或投资经验要求，申请人数较多。目前排期

较长，最长达数十年。

综上所述，最适合中国公民申请的移民类

别是EB-1A杰出人才、NIW豁免、EB-5投资移

民。这几个类别都不需要美国雇主的担保，可

以说不需要任何美国关系就可以在海外申请的

绿卡。

想要过上更好的生活，需要机会，或是遇

上可遇不可求的幸运。对创新与更好生活有憧

憬的人，一切没有想象中的困难，有能力而不

去做，才是最可惜的。环境最能够激发出一个

人的潜能，移民或移居不单纯只是换个地方生

活，而是通过移民或移居，来重新认识自己。

当然结果有很多种，有的人最后开心地实

现美国梦，有的人则发现自己原本居住的国家

才是最适合自己的。不管是什么，重生过后的

你，即使是再回到熟悉的生活环境，对一切的

人事物肯定会有更深一层的想法和改变。在创

造价值的同时，也在成就你自己。

为什么全世界有能力的人都想移民美国？

移民和国籍法（INA）为外国人最终获得永

久居民身份提供了两个主要路径：一是海外领事

程序；二是在美国境内符合条件的人，不用回到

母国申请移民签证，而是直接在美国境内申请改

变身份状态。

例如，如果一个人是合法入境（接受了入境检查

并被允许进入美国），同时符合特定移民类别的

所有条件，这个人就可以在美国境内，申请从非

移民身份或临时假释进入美国的（parolee）的身

份调整到永久居民身份，这被称为“调整身份”

你EB-1A的 I-140批准后，如果你已经在美

国90天以上，你就可以通过“调整身份”程序

，申请注册永久居留身份或调整身份状态。

提交I-485申请前，你必须先到有资格做移

民体检的医生那里去体检，然后同I-485申请一

同提交I-693（移民体检报告) 和其它证据文件。

现在，I-485申请人往往同时还提交I-765工

卡（Employment Authorization Card) 和 I-131提前

离境许可 (Advance Parole Document) 的申请。

I-765和 I-131在与I-485一同提交申请时是免

费的，只收取I-485的申请费。工卡和提前离境

许可二合一的一张卡片，一般1-2个月内就可以

拿到，大大早于绿卡，有效期为一年。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防止I-485审批、面试或

RFE延误，或因为种种原因需要再次提交，申请

受益人先拿到这张卡片，就可以正常工作和办理

社会安全号码，也可以出国旅行。

因此，所以许多申请人都选择同时提交三个申请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只递交I-485申请，不递

交I-765和I-131申请。

美国移民局收到你的申请后，就会发来收据

通知。然后再过一段，你就会收到生物信息采集

通知G-325A，就是我们常说的打指纹。你应该

在规定的时间到指定的“生物识别技术采集应用

支持中心” （Application Support Center）打指

纹、签字和照相，采集的信息会被用于相关安全

背景和反欺诈调查。

与海外领事程序不同，对于调整身份，

EB-1A获批者的I-485申请以往一般没有面试（虽

然规定可以要求面试）。

2017年8月，美国移民局突然出手，宣布从

2017年10月1日起新增两类必须接受移民面试的

移民申请类别，其中一类就是是美国境内所有申

请身份转换的职业移民，包括EB-1A。

其实严格说来，这类面试并不是新增的，而是随

着川普政府上台而恢复的曾经大量事实上豁免的

流程。以往EB-1A的调整身份法律上也是可以要

求你面试的，只不过移民局不认为绝大多数

EB-1A的获批者需要面试, 而主动免除了这一程

序。

不是所有人都符合提交I-485申请美国境内

调整身份的条件。以下人群就不符合提交I-485

的条件：

1、没有签证在美国中转进入美国过境的；

2、作为非移民的船员或机组成员进入美国；

3、现在或过去非法受雇工作的；

4.提交申请时不具备合法移民资格的；

5.没有成功保持合法居留的非移民身份，除

非不是因为你自己的过错或因为技术原因；

6.最后一次进入属于无签证中转的情况；

7.根据关岛或北马里亚纳群岛联邦免签计划

进入的非加拿大籍游客；

8.依据 “免签计划” 进入美国的非移民游

客，除非作为美国公民直系亲属(包括父母、配

偶、遗孀、遗夫和21岁以下未婚子女)；

9.卷入恐怖活动或组织可被驱逐出境的；

10.作为职业移民但在提出调整身份申请时没

有维持合法非移民身份；

11.任何曾经违反非移民身份规定的外国人；

12,你已经是有条件绿卡持有人；

13、持有K-1进入美国，但没有和美国呈请

人结婚，或持有K-2进入美国，但父/母没有与美

国公民结婚；

此外,一些外国政府官员或特殊组织的工作

人员要经过相应豁免程序, 才可以调整身份。

还有一类我们经常碰到的就是持J1, J2签证

的交流访问学者,通常按规定他们交流结束后需

要回母国服务两年才可以调整身份。

但是, 如果他们通过提交表格I-612请求的豁

免获得批准，他们就可以调整身份。

移民美国的境内身份调整是怎么回事

距離下屆美國總統選舉的2024 年12 月雖然
尚有一年多時間，不過不少美國國民早已提前關
心此一議題，為的是在兩黨爭奪戰中的民主黨競
選者，仍是現任總統拜登呢？還是另尋他人？反
對拜登再次出馬的國民認為： 拜登年事已高，而
在這近一年巾，大眾己經察覺到他的身體狀況出
現異樣： 演說時吐字不清、形像呆濟、行動緩慢
。因此民間己陸續浮現出勸說他引退的聲音。不
過拜登戀棧權力，力爭繼續去馬。所以此時此刻
，又到了每年總統身體检查的時刻，國民靜聽結
果公佈。

2 月16日早上，拜登前往馬里蘭州的沃爾特
里德國家軍事醫療中心，進行身體檢查，逗留約3
個小時後離開。亊後白宮醫生奧康納公布檢查結
果概要，指80歲的拜登健康和充滿活力，適合履
行總統職務。並指去年曾經確診新冠病毒的拜登
，由於接種了新冠疫苗和加強劑，出現的病徵輕
微，沒有出現長新冠症狀。檢查期間，醫生為拜

登切除了胸部病變，並已送往化驗，神經系統檢
查沒有發現拜登有與中風、多發性硬化症或帕金
遜症相符的症狀。

不過針對白宮公布的第二份拜登總統健康檢
查報告，前白宮醫師、也是現任共和黨籍德州聯
邦眾議員傑克森(Ronny Jackson)18日公開質疑，
並呼籲白宮不要隱瞞事實，應當讓全國民眾都知
道拜登總統心理健康已經退化的事實。傑克森在
接受福斯新聞網(Fox News)專訪時，完全不認同
，並公開指控白宮隱瞞拜登心理健康欠佳的事實
：「多數國人都看到拜登精神狀況已全面退化，
但白宮並未公開說明萬一拜登無法履行職責之際
，有任何解決問題的措施。」

白宮醫生歐康納(Kevin O'Connor) 在拜登健
檢書面報告上寫道：「拜登總統仍然是一位健康
、精力充沛的80歲男性，履行總統職責駕輕就熟
。」根據這份拜登上任以來的第二份健檢報告內
容，說明拜登胸部發現的一處病灶已經切除，雖

然拜登走路仍然步履僵化，但自去年以來沒有惡
化，不過針對拜登的精神情況，是否曾接受過認
知檢查，他卻隻字未提。

因此傑克森質疑白宮隱藏真相：「實在令人
擔憂，我已向白宮寄出三封信，要求拜登接受認
知檢查並公布結果，但白宮卻不當一回事，每個
人都知道事情不對勁，這種隱埋真相的作法應該
要結束。」

傑克森從政前，曾經是前總統歐巴馬與前總
統川普任內的白宮醫生，不過2020年大選期間，
他公開指稱拜登有認知障礙，因而收到歐巴馬措
辭嚴厲的電子郵件，表達不滿。

拜登的健檢報告出爐，也引發外界對國家元
首的年齡與健康問題的關注，前駐聯合國大使妮
姬·海理(Nikki Haley)在正式宣布爭取共和黨總統
黨內提名後，15日針對拜登總統和前總統川普的
年齡問題，主張75歲以上高齡從政者在上任前，
應當接受心理認知檢測

((東翻西看東翻西看））拜登健康引發國民熱爆拜登健康引發國民熱爆 楊楚楓楊楚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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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頭》影集盛大開拍，影一製作所股份有限公

司獲得授權IP的億萬票房電影《角頭》強勢進軍影集

市場，由巧克麗娛樂股份有限公司、影一製作所股份

有限公司、浪live_浪凡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出

品公司，巧克麗娛樂股份有限公司製作《角頭》影集

版，成為台灣首部電影IP延伸影集續集的作品，今

（22日）舉行探班記者會，出品人暨監製張威縯、導

演姜瑞智率領演員高捷、蔡振南、張嘉年（太保）、

王識賢、孫鵬、鄭人碩、唐振剛、黃尚禾、張再興、

吳震亞、王宣、陳萬號、隆宸翰、草爺、林道禹、吳

長愷、張曦帆等人共同出席探班記者會。

《角頭》系列電影以拳拳到肉的寫實黑幫電影擁

有大批死忠粉絲，此次影集版結合三部系列電影的各

大派系，聚集台灣資深、中生代與新生代演員共同飆

戲，今日拍攝現場更集結百名兄弟演員在大稻埕拍片

現場，場面浩大、氣氛劍拔弩張。監製張威縯講述今

日拍攝之劇情內容是三大幫派，由高捷帶領的「北館

」、蔡振南帶領的「頂庄」、太保帶領的「北城」齊

聚商討將與喜翔為首的「東門」幫和崔浩然領軍的

「南霸天」五方角頭正式開戰。

在拍片現場集結接百位兄弟跟著高捷、蔡振南、

太保，由王識賢發號施令，眾兄弟齊聲吶喊，看出幫

派間團結同心，殺氣瀰漫在片場。對於目前拍攝3個

月，出品人暨監製張威縯坦言因龐大的製作團隊、演

員群，在製作上比以往3部電影更加艱難，但也更加

投入，他說：「拍到目前為止很感謝劇組全體演職人

員傾盡全力的支援和投入，不論是導演姜瑞智、攝影

師姚宏易或是總製片周銓，都是我們幕後的完美團隊

，雖然還沒拍完但我可以很有自信的說，我們製作的

作品真的可以代表台灣。」被問及是否會有小鬼黃鴻

升、龍劭華等經典畫面出現，監製張威縯表示：「雖

然當時是抱持著單純想緬懷的心情去發想，但實際上

有很多不同的聲音，也擔心會有不必要的誤解，所以

會避免去做這樣的發想。」

受訪時蔡振南被監製張威縯封為劇組的閩南語擔

當，蔡振南則笑說：「不敢當，因為我們是在拍『角

頭』，所以台詞上一定少不了道上的『黑話』，可以

幫助大家更貼近寫實。」被問及為何這麼會說「道上

黑話」，是否有入幫的經驗，蔡振南則坦言是早期為

了寫很多黑社會的歌詞而結交一些道上兄弟。出品人

暨監製張威縯也提到特別邀請到太保演出，即便需要

台灣和香港兩地飛，也還是砸重本請他來拍攝。在訪

問過程蔡振南虧太保訪問講閩南語很流利，反而拍攝

時會吃螺絲，被問到太保是否會因為要講台語而常NG

，太保激動地否認自己沒有一直NG，高捷跳出來自嘲

：「要說最常NG的人是我啦！但最有味道的也是我

。」蔡振南笑說：「這麼多人拍戲，每個人都會『凸

槌』怎麼辦呢？我就下一個遊戲，每天都會找一個人

來扛，不管是誰錯，都是他的錯，比方說昨天是捷哥

（高捷）扛，這一天不管是誰NG，都會說是捷哥的錯

，總之每天來拍攝角頭都很開心，只要想到角頭就等

於開心，我們就是在拍『開心角頭』。」展現三位大

哥好感情，三人還自封是三尊「福、祿、壽」，反差

萌的反應逗得現場笑聲不斷。

《角頭》影集版延伸自億萬票房電影《角頭》、

《角頭2：王者再起》、《角頭–浪流連》。時間線

回到2014年《角頭》與《角頭2》之間的故事，一批

走私毒品消失在公海海域上，在黑白兩道間掀起一陣

嘩然。警政界上緊發條必須把事情查個水落石出，中

山區群雄割據、毒品氾濫，各種大小糾紛頻傳，以貴

董（高捷 飾）、仁哥（王識賢 飾）為首的北館，北

城角頭及大橋頭角頭，在敏感時刻人人自危，究竟只

是意外的發生還是另有暗鬼操作，一路抽絲剝繭道盡

黑白之間的利益糾葛與人性的百態。

《角頭》影集版大稻埕取景拍攝
百人幫派集結拍攝場面浩大首曝光

公共電視董

事長胡元輝、總

經 理 徐 秋 華 今

（21）日，在媒

體茶敘上宣布年

度多項重要計劃

，期望完成「數

位之仗與修法之

仗」。節目部分

則有《不夠善良的我們》、《化外之醫》等劇集《不夠善

良的我們》集結1王2后賀軍翔、林依晨和許瑋甯主演，

卡司相當堅強，而電視台原先力邀邱澤演出，將會是夫妻

倆婚後首度合作，豈料邱澤因這原因婉拒。

公視時代劇《牛車來去》開播後收視屢創佳績，已連

續三週都居同時段冠軍，為2023年精彩揭幕，今年也將接

力推出多檔好戲，公視總經理徐秋華表示影后林依晨重回

螢光幕之作就獻給公視，這齣由徐譽庭編、導的重量劇集

《不夠善良的我們》，一曝光就在社群爆出高聲量。今在

媒體茶敘上，也意外曝光邱澤本來在邀約名單，只不過他

以「全力支持老婆許瑋甯」為由婉拒，似乎不想因為夫妻

同框、模糊作品焦點，愛妻之心展露無遺。

而公視戲劇孵育作品《化外之醫》，是台劇重要推手

湯昇榮與公視再攜手之作。以台灣人為視角拍攝的二戰影

集、時代迷你劇《聽海湧》已於2月中旬開拍。還有謝盈

萱、黃健瑋、王淨主演，首部文宣幕僚職人劇《人選之人

—造浪者》，已緊鑼密鼓、接近問世階段。

天心、温昇豪主演律政劇《最佳利益2、3》，加上

《和平歸來》、《地獄里長》、《八尺門的辯護人》等，

這些重量級職人劇作今年都在公視播出。此外，在擅長的

紀錄片領域，公視也準備開拍歌仔戲國寶楊麗花的故事。

拒絕與老婆許瑋甯再合作！
邱澤 「背後原因」 閃瞎眾人

[周刊王CTWANT] 楊謹華和曾敬驊在《不良執念清

除師》中飾演母子，楊謹華透露當初接下該劇就因為看

劇本看到太開心笑不停，連老公都關心問她到底笑什麼

？對於以奇幻喜劇包裝人與人間情感的手法和風格，楊

謹華說：「喜劇要讓人自動地發笑真的蠻難的，我覺得

導演她有這個功力。」楊謹華更分享拍片過程因為與導

演林冠慧的笑點接近，所以兩人在現場時常笑到不行。

曾敬驊也認為導演「漫畫式」的拍攝手法上處理

得很特別，宋芸樺更點出導演畫的分鏡就讓她笑到不

行：「我很喜歡看她畫的分鏡，導演也給我很大的安

全感，有什麼想法都可以很直接的告訴她。」宋芸樺

更在花絮中秀出導演畫的分鏡圖，搞笑表示睡眼惺忪

的人物特徵完全與實際現場演出的自己相同。新銳導

演林冠慧在2018年以電影《切小金家的旅館》展示對

「奇幻喜劇」編劇和拍攝的野心及能力，今年將推出

新作《不良執念清除師》，劇中包含了「奇幻」、

「親情」、「喜劇」等多元的元素之外，更融合了導

演腦內的各種「奇想」。

林冠慧曝光奇幻故事的靈感由來竟是因為與製片騎

摩托車經過圓山旁的摩托車道，從橋上經過發現橋下一

個神秘男銅像，細看竟是一名救人溺水的少年紀念像，

讓導演留下深刻印象，也成為導演開始創作劇本的靈感

源頭。她讓意外車禍的屍塊被魂魄附身復活；讓無名屍

背上的刺青化為人形；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的人行道更

在導演的巧手下幻化成一個性格耿直、鐵漢柔情的父親

，把痛失親人、離別、妒忌等深沉的情感故事巧妙的包

裝在喜劇之中。

導演林冠慧透露將男主角蒲一永（曾敬驊 飾）設定

為書法世家的背景但有成為漫畫家的夢想，原因是她希

望能將傳統的元素賦予新的詮釋與包裝，如同她期待將

《不良執念清除師》劇情編排笑淚交織一般富有衝突碰

撞的美感，對於《不良執念清除師》即將播出，導演期

待地表示：「希望觀眾能在喜劇的嘻笑間看見故事背後

的情意，也能在劇情裡跟著角色們找到自己。」

《不良執念清除師》講述中二病不良少年蒲一永

（曾敬驊 飾）與凡事可以用拳頭解決絕不用嘴巴的不良

媽媽葉寶生（楊謹華 飾）在一場意外後，兩人相依為命

。蒲一永遭遇意外後陷入昏迷，醒來發現自己居然有

「怪物」溝通的超能力，還被「執念化成人形」的怪物

們纏上，平凡生活從此改變，跟一線三女警陳楮英（宋

芸樺 飾）和醫學系高顏值學霸曹光硯（彭千祐 飾），

三人誤打誤撞開始一場瘋狂的打怪之旅。該劇將於2023

年上線。

楊謹華看劇本就笑翻
導演揭《不良執念清除師》發想

[NOWnews今日新聞]影集《角頭》探班記者會22

日舉行，監製張威縯透露第一集電影的男主角小鬼

（黃鴻升），確定不會在影集中出現任何舊影像，他

說：「心有餘力不足，因為他有版權、經紀公司跟家

人，不希望我們出自緬懷的意思，造成家人不悅。」

張威縯本來想在影集中收錄小鬼的歌曲，「有歌

曲就有版權，這些東西加進來之後，我就放棄了，不

是我當初想像這麼簡單。」是不是小鬼家人反對？他

說：「我倒覺得大家願意配合，是其他聲音讓我覺得

我的善意被誤解了。」

是指部分網友批評在消費小鬼嗎？張威縯說：

「對，我相信我不需要用矯情的動作增加好看度，只

是他是《角頭》的功臣，我們放在心裡。」另一個已

故演員龍劭華則會出現在影集中，張威縯說：「龍哥

家人跟我還真特別好，龍哥比較單純，（授權）都在

家人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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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人终其一生都在寻找一个温暖之

地。这不，他们简直把三亚当成了“候

鸟城市”，每年冬天必飞去过冬。而逛

过三亚的人都知道，那里的“东北含量

”着实惊人，76 万的常住人口中，至少

有 20 多万是东北人，连街上满腔满嘴的

海南话都化作一句“来了，老铁”。

这不得不让人感到疑惑：东北，当真

没有温暖的城市了么？

嚯，这倒未必。在如坠冰窖的东北之

境，还真有个地方——有海、有温泉、年

平均日照时数为 2630.6 小时，集山、海、

城、泉、岛于一体。

与其去三亚抢上万元一晚的酒店，倒

不如去这个有海、有泉的东北城市养养

老。这座城，就是葫芦岛。

可能这是东北最适合养老的城市

葫芦岛不是一个岛，只是因为当时下

辖的龙港区地形形似一个“大葫芦”，

所以被喊作“葫芦岛市”。不过，虽不

是岛，但这座城市确实靠海。

说起东北的靠海城市，大多人想的是

大连、丹东，生生错过了海岸线总长 258

公里的葫芦岛。也是，在看雪主题流行

的东北，有谁会想起靠海的葫芦岛？

事实上，葫芦岛被喊作“第二个北戴

河”，毗邻河北省，是关外第一市。秦

始皇曾在此东巡，留下了一座碣石行宫

遗址。不过这里更为人所熟知的是，曹

操在北征乌桓途中，途经此处，写下了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浩瀚诗篇。

诚然，在渤海面前，一代枭雄如曹操

也不免心潮澎湃、感慨万分。南临渤海

的葫芦岛市，仿佛就有着这样天生的魔

力。葫芦岛的位置好得让东北人流泪：

地处辽宁省西部沿海，东邻锦州，西连

山海关（河北省秦皇岛市），南临渤海

，北接朝阳市。地貌分布得错落有致，

从西北的高山（41%），到中部的丘陵

（26%），再到东部沿海的平原（33%）

，就这样，葫芦岛市长成了东北境内一

座难得集“山、海、城、泉、岛”于一

身的滨海城市。

说葫芦岛适合养老，从资源条件上来

说是有理有据的。首先，这里拥有东北

地区的“稀罕物儿”——海。你很难想象

在冰天雪地、保命全靠供暖的东北，有

着另一群人在“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但在葫芦岛，确实如此，光是海滨浴

场，葫芦岛市就有 20 多处，像一条白围

脖围在了渤海湾。海洋带来的湿暖气流

，让葫芦岛比其他东北城市温暖宜人得

多，冬日响晴和大海是可以同时兼容的

。

当你以为北方的海会让人大失所望时

，你又会被光速打脸。绥中的止锚湾拥

有辽宁最优质的海滩，与东南亚海滩挂

钩的它绝对担得起“水清沙幼”四个字

；兴城的兴海栈道则忙碌地缝合着山林

和大海，让你无缝切换两种人间；兴城

海滨拥有 4个海水浴场，穿上泳衣，戴上

墨镜，真的很适合躺平待上一整天；再

往渤海延伸，是葫芦岛市最大的岛屿觉

华岛，这里素有“北国佛岛”之称，用

来看海参禅或许真的能感悟人生真谛。

但有山有海还不足以称为“养老城市

”，真正让葫芦岛市有这个资格的，是

温泉。这在东北地区可是比海更稀罕的

玩意儿，且看中国的温泉分布图，你会

发现温泉大多集中在中国东南和西南一

带，而东北地区更是少得可怜，只在辽

宁省南部零星分布，而其中，就有著名

的葫芦岛兴城温泉。

这是东北的老牌温泉了，最早被发现

于唐初。古人在《宁远州志》描述其

“雪窖汤池”，又在《兴城县志》称其

为“温泉漾碧”，可以想象，在赏雪看

海后，下汤泡一泡六七十摄氏度的温泉

，是何等舒适酥麻，连老胳膊老腿也一

并舒展开了。还真别说，兴城温泉主要

由地下熔岩作用而成，富含矿物质，其

对风湿、骨病、老寒腿的疗养功能早已

得到官方盖章。

难怪在新中国成立后，在葫芦岛兴城

掀起了一波疗养院热，中央部委、国企

纷纷争建疗养院，八一疗养院、林业疗

养院、中国兵器工业疗养院等就是在当

时建起来的。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

兴城海滨最常见的风光就是一批国企职

工、干部及家属在海滩上晒日光浴。直

至今天，兴城还有数十座疗养院对外开

放，不愧是我国最大的海滨疗养区之一

。

北方海鲜，葫芦岛有话说

对于“海鲜”这个话题，一般都是东

南沿海地区的人们在活跃讨论。北方海

鲜仿佛被隐身般看不见也摸不着，在这

点上，葫芦岛可有话要说——作为渤海明

珠，葫芦岛的海鲜不仅品种繁多，还可

即捞即食，比起南方丝毫不逊色。

葫芦岛的海洋资源惹人艳羡，拥有葫

芦岛、大酒篓、兴城小坞、菊花岛、长

山寺、绥中二河口港址 6个宜港港址。近

海浮游生物有 152种，本水域鱼类有 40多

种，中国对虾、鹰爪对虾、中国毛虾、

三疣梭子蟹等海鲜在葫芦岛都属于管饱

不用愁阶段。

葫芦岛兴城的对虾率先申请出战。从

外表上看，兴城对虾就很诱人：通体透

明，青中透碧，犹如水晶附体，玲珑剔

透。整熟之后，对虾的虾膏凸显，变得

更加橙红肥硕，如同在欣赏一尊珊瑚。

葫芦岛人习惯的吃法是盐水清煮或对虾

韭菜，前者更彰显本味，后者就偏东北

风格多些。

至 于 海 蟹 ， 也 是 葫 芦 岛 人 的 桌 上

“常客”。要是第一次去吃，都不知从

哪种蟹下嘴：豆形拳蟹、鬼头蟹、梭子

蟹、大红爪蟹等都是葫芦岛的常见品种

。东北人对蟹的吃法想象力很高，除了

一般的煮蟹子，他们还会捣蟹酱，用以

单吃或者烧豆腐；想保存久一点的，还

可晒蟹干，作为汤菜的高级作料；而炸

蟹酱，则刚好可以就着水饭吃。作为勇

猛的东北人，他们无视“痛风”警告，

蟹肉下白酒才是十头牛都拉不回的心头

好。

东北人习惯把“皮皮虾”叫作“虾爬

子”，在最佳月份，葫芦岛的“虾爬子

”连脑部都充满了丰厚的膏腴，清蒸、

烧烤、椒盐，哪个能收住那哈喇子？也

许因为长相奇特，他们把“蛏子”称作

“笔杆怪”，肥硕的“笔杆怪”可火锅

、可炖豆腐，甚至可以拌上韭菜包饺子

。

在海鲜的吃法上，有时你不得不佩服

东北人的脑洞大开，比如海鲜饺子。饺

子在东北地位尊崇，既然有海鲜，得，

包饺子吧。葫芦岛的海鲜饺子，肉馅可

鱼、可虾，也可蟹，等蒸出来了，那叫

一个“鲜”。因地域文化的差异，要是

南方人来到葫芦岛吃海鲜，通常会几次

三番被“震撼”到，在被教导“本味至

上”的南方，很可能想象不到海鲜也可

以是虾酱、蟹干、海蜇皮和饺子，嗯，

还怪好吃的。

除了海鲜，葫芦岛的好几样美食都乖

乖遵守东北风格。比如烀饼、锅包肉、

铁锅乱炖等，都牢牢地证明着这是一座

东北城市。烀饼在南方地区可能不熟，

但在东北属于做梦都能做出来的菜肴，

它又叫“豆角盖被”，把豆角、排骨、

土豆炖上，盖上面饼，出锅时，筋道的

面饼吸饱了汤汁，酱香浓郁。

在葫芦岛，还有一种朝鲜族的料理值

得一尝——烤肉。东北作为烧烤界的老大

哥，葫芦岛的烤肉自然不会差，尤以烤

五花和烤串为最。事先用大葱、酱油和

蜂蜜等调料腌制肉类，放在烤盘上一烤

，等嗞嗞冒油时再撒上蘸料，让每一寸

肉的肌理都裹满香味，配着啤酒，用生

菜把烤肉送入口中，冰凉又火辣。

其实，用美食最能证明葫芦岛市的性

格：东北+海鲜。这个奇特的组合没有把

人劝退，反倒把海鲜的边界拓得更宽，

用味蕾征服国人。

从“辽西走廊”到“泳装名城”

虽然葫芦岛的名气不够大，但它也没

有隐入烟尘。经历了几番命运转折后，

它找到了自己的定位：中国泳装名城。

其实，葫芦岛市的历史很悠久。作为

“辽西走廊站点”“关外第一市”，这

里自曹操“三征乌桓”起，就是兵家的

必争之地。正所谓“过了山海关，就是

葫芦岛”，它“扼山海冲要，为京师藩

篱”的地理位置在明清时期显得空前重

要。葫芦岛在古代的军事防御地位，看

两座长城便知——绥中九门口长城和绥中

永安长城，其中九门口长城更是中国万

里长城中唯一的水上长城，早在 600 年前

就以“水中有城、城下有水”闻名。

但历史给葫芦岛留下的不只是战争，

还有文化。地处“辽西走廊”中部的葫

芦岛，在很早以前就接受了来自东北和

中原地区的文化交融。始建于明代的兴

城古城便是最好的见证，它地处辽西走

廊中部咽喉之地，是辽东地区通往中原

的交通要道，在数百年间，早已吸饱了

中原、边关地区的文化，彰显多元和包

容。

进入新时代后，拥有丰富钼、锰和煤

炭资源的葫芦岛，不免和其他东北城市

一样，成为重工业城市。东北人或许记

得：是葫芦岛炼成了中国的第一桶原油

、生产了中国第一匹锦纶丝、铸成中国

第一块锌锭……与此同时，它还是全国第

二、世界第三的钼矿产地。

但葫芦岛并没有躺在过去的功绩簿上

，而是依托自身的海洋优势，成功转型

到泳装的制作生产上。

坐拥温泉与大海的葫芦岛，的确比旁

人更易嗅到泳装的商机。很多人不知道

的是，全国 40%、世界 25%的泳装都来自

葫芦岛的一个县城——兴城。也就是说，

全球每销售 4件泳衣，就有 1件来自兴城

，实力不可谓不强大。

如今走在兴城街头上，处处可见五彩

缤纷的泳装厂。截至 2021 年年底，兴城

地区泳装企业共登记市场主体 4828 户，

实现年均产量 1.7 亿件（套），泳装产业

全产业链就业人数超 10 万人，占全县总

人口的近两成。从兵家必争的“辽西走

廊”，到担起重任的“工业之城”，再

到撑起国际泳装贸易的“泳装名城”，

葫芦岛的几次转身不可谓不漂亮。

但我更喜欢的始终是葫芦岛“躺平养

老”的一面。在辽西小城，面朝渤海，

尽情地享受海滩与温泉，有空就参禅悟

道，难能可贵的是还有疗养院，这也过

分适合作为打工狗的我了吧。

对不起，我要去东北滨海小城养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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